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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上星期恢復二
讀辯論高鐵「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反對派
為拉布提出中止待續，
在討論逾9小時後被否
決。其間更有激進議員
拍枱叫囂、不聽勸阻，

被裁定行為極不檢點，遭抬離會議廳。在
反對派肆意拉布下，會議未能就二讀進行
表決，須本周三再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批評，反對派聲稱不夠時間辯論，卻屢次
在會上點算人數、提出各種所謂的「規程
問題」，浪費大量時間。反對派為反而
反，阻撓「一地兩檢」通過。「一地兩
檢」對香港意義重大，經濟效益巨大，獲
得廣泛民意支持，反對派拉布阻延恣意妄
為，與民意為敵，損害香港利益。
建制派議員強烈批評反對派漠視民
意，表示會「打醒十二分精神」隨時應
變，並計劃以「編更」方式， 確保有足
夠的建制派出席會議，避免反對派借用點
算法定人數等手段拉布，甚至製造流會，
拖延條例草案通過。通過「一地兩檢」既
是香港發展的需要，也是民心所向。立法
會主席應肩負職責，嚴格把關，根據議會
規則，及時剪布，讓草案盡快通過。

盲反「一地兩檢」毫無道理
上星期的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兩度提醒議員二讀辯論將於當晚7
時半劃線，但反對派未有理會，更在劃
線時群起而攻之，盲目反對，不斷提出
所謂規程問題，變相拉布。此前主席梁
君彥就已經定出36小時的審議時限，但
反對派提出的中止待續議案就額外花了9
個小時辯論。回顧過去歷時3個月超過
40小時的「一地兩檢」草案審議，反對
派多次以拉布手段阻撓審議的進行。當
前建制派議員及主席應履行好各自職
責，遏制拉布拖累「一地兩檢」草案的
審議。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已去信全體立

法會議員，促請立法會盡快完成審議及通
過「一地兩檢」條例草案。他強調不同信
念的議員有不同意見可以理解，但「一地
兩檢」本質上是方便兩地民眾往來及跨境
運輸的措施，在世界各地亦有類似安排，
值得香港社會以客觀、持平、開放態度作
出審視。香港要鞏固、強化競爭優勢，離
不開與內地的聯繫，高鐵就是促進兩地經
濟社會互融互通的重要措施。盲反「一地
兩檢」的反對派，其行為本質是抗拒兩地
融合互通，因此無所不用其極醜化高鐵、
拖延「一地兩檢」， 違背兩地融合的大
勢，損害香港利益，無論從哪方面講，都
說不過去。

順民意通過草案保香港利益
由報章聯合舉辦的網上民調結果顯

示，在參與投票的 1,123人中，有 86%
不贊成反對派以點人數及提中止待續拉
布，贊成者僅 13%，餘下1%則「無意
見」。主流民意非常清晰，就是反對拉
布，冀盡快通過「一地兩檢」草案。
眾所周知，高鐵將為香港帶來巨大經

濟效益，「一地兩檢」是確保高鐵效益的
關鍵。高鐵通車，不但有助香港開拓新的
旅遊市場，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無論在效
益、基建、旅遊、就業等方面都將產生正
面作用。確保「一地兩檢」的落實，保證
高鐵及時通車，是兩地民眾的心聲。
反對派極盡所能阻撓「一地兩檢」，

與香港主流民意相悖。立法會議員的職責
既要監督施政，認真審議議案，也配合政
府施政，議員不能無休止地拉布，騎劫議
會，將議事廳變成為個人或者政黨搞政治
秀的舞台。
反對派的拉布毫無道理、違背民意，

立會主席完全有理由、有權力剪布。高鐵
效益巨大，落實「一地兩檢」勢在必行，
沒有其他方案能夠取代。反對派應以香港
的整體利益為重，尊重民意，實事求是地
審議並通過「一地兩檢」，否則將大失人
心，自食其果。

參與暴動咎由自取 年輕人應引以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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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判刑時指，辯方求情時強調本案
有社會及政治性背景，又指被告是被挑
釁而犯案，惟法庭並不接納，又指因政
治訴求而犯案非求情理由，法庭會毫不
猶豫及拒絕，並只考慮他們目無法紀及
嚴重的暴力行為，法庭不會理會案件是
涉及幫會爭鬥，還是涉及政治因素，只

會考慮案中的暴力程度及破壞安寧的程度。法官指出，
案例顯示任何選擇參與暴動的人均是咎由自取。

因政治訴求而犯案非求情理由
在「旺暴」中，數百名暴徒用磚頭掟向警員，手持竹
枝木棍毆打警員，造成百多人受傷，當中大部分是警
員。法庭裁決清楚指出，當日大部分犯案者均戴口罩，
而年初一為喜慶日子，若非事先預謀，豈會作出這種裝
扮，有人更備自製盾牌、眼罩及頭盔，亦有人在山東街
及砵蘭街擺雜物，圖阻警方進入，被告是有組織、有計
劃的行事，無論被告背後有何等理念，法庭都不會姑息
暴力的行為。

把暴力違法者英雄化別有用心
戴耀廷、梁家傑、吳靄儀之流的「有識之士」，顛倒
是非、扭曲法治，鼓勵年輕人犯法，別有用心地把暴力

違法者英雄化、理想化和完美化。
戴耀廷鼓吹「違法達義」、「法治不等於守法」，這
種謬論已經成為反對派蠱惑青年人以「達義」之名去行
「違法」之實，以此來煽動、蠱惑青年人去衝擊社會秩
序和破壞法治。梁天琦等「旺暴」分子被判監禁，對
「違法達義」是當頭棒喝。
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判決後聲稱，法官判刑時缺乏同

理心，沒有考慮梁天琦作出有關行為的原因，如果法庭
接受被告的犯案背景及動機，不是為私利而是為理想作
策動，在法律上可以構成一個相對輕判的理由云云。梁
家傑所謂「不是為私利而是為理想違法」，把違法者美
化為爭取理想的英雄，這是顛倒是非踐踏法治，是煽動
年輕一代犯法。
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早前為梁天琦寫求情信，

吹捧梁天琦「熾熱追求理想」，聲稱梁是吳靄儀見過的
「最優秀政治人才」。吳靄儀更在報章撰文，將策動暴
亂的人以至追隨者，等同是「耶穌與十二門徒」。這是
在褻瀆聖靈，是對所有基督徒的冒犯，更推波助瀾圖誤
導年輕人行使暴力，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精神。
反對派政客的謬論，致使一些年輕人以為掛着政治口

號，便可將法律掌握於手中，便可無法無天。但是，正
如法官強調，法庭只會考慮案中的暴力程度及破壞安寧
的程度，而社會只有守法及違法之分，法庭有責任判處

違法的人。
反對派政客近年不斷教唆年輕人以違法的方式去表達

意見，更將入獄者英雄化，甚至不負責任地聲言「入獄
令人生更精彩」，罔顧一旦被捕留有案底就會影響終生
前途的事實。「違法達義」謬論的誤導，令年輕人以為
犯法留案底是一件光榮的事，卻不知人生前程盡毀。

煽風點火的政客更應罪加一等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謝子坤在法庭外會見傳媒

時指，涉及旺角暴動案被捕的人91名，有28人被定罪。
警方會繼續進行調查，不排除會有其他人被捕。而有3
名涉旺角暴動的被告已棄保潛逃，法庭已發出拘捕令，
警方會全力將他們緝拿歸案。
旺角暴亂參與者，除了梁天琦、盧建民、黃家駒等新
一代反對派政客外，大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甚至大
學生，因為一時衝動而付出慘重代價，固然是咎由自
取，而那些鼓吹「違法達義」、在背後煽風點火的反對
派頭面政客，更應該罪加一等，嚴懲不貸。
當反對派美化暴力踐踏法治、煽動年輕一代犯法時，
社會更應該尊重法治，更應該愛護年輕一代，讓他們勿
受所謂「公民抗命」、「違法達義」的誤導，陷入暴力
陷阱而坐監毀前途，這絕對不值得，年輕人行事前應該
為自己、為家人想想。

楊
志
紅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香
港
新
活
力
青
年
智
庫
總
監

國歌法本地立法刻不容緩

掐指一算，還有2天就是2018年世界盃的開鑼
日！世界盃是全球球迷的足球盛會，如同《球迷
奇遇記》所唱的「三更半夜無得瞓、即使三個眼
袋仍甘心⋯⋯」但今年主辦國位處於橫跨歐亞大
陸的俄羅斯，對於香港球迷們而言，絕對是一大
喜訊，皆因可以不用晚晚半夜爬起來看球賽！
在開始精彩的球賽之前，雙方球員進場後的首

要程序當然就是奏唱國歌！在足球賽場上，能夠代表國家出征無疑
是莫大的榮譽，所以基本上球員們除了在奏國歌的時候站立表示尊
敬之外，更多的還會高唱自己的國歌！
之前本港有球迷在香港隊的國際賽事奏國歌時報以噓聲，引發國

歌法的所謂爭議，更有不少反對派高舉美國作為國際標準反對國歌
法立法。
現在這個「國際標準」則開始自食其果了，面對之前有美式足球

聯盟（NFL）的球員在國歌播放的時候跪下（為了抗議警察殘暴對
待美國黑人），經美國總統特朗普多次在twitter賬戶上譴責該行為
後，換來的反應是更多的球員把矛頭指向特朗普。對於美國國歌而
言，球員將對現任總統的不滿發洩在早在19世紀初創作的國歌
上，真是冤枉呀！
故此，在上月底，美職聯宣佈有真正約束力的「另類國歌法」，

要求今後一旦球場上奏起美國國歌時，包括球員在內的聯盟人員必
須起立以示對國旗和國歌的尊重，否則將受到處罰。而不願意站立
的球員則需要如同NBA一樣處理，留在更衣室直至國歌播放完
畢，此舉可謂是「亡羊補牢，猶未遲也」。
回到本港球場內的國歌，一小撮所謂的球迷噓國歌，連國際足協

懲罰港隊多次罰款都未有改善，亡羊補牢之計唯國歌法也。因此國
歌法本地立法將於立法會暑假休會前進行首讀，盡快通過實在是刻
不容緩。

穆家駿 老師

反對派須順應民意通過「一地兩檢」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暴
動罪成，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獄6年。香港
實行普通法，此次判決成為極其重要的案
例，向社會發出強而有力的訊息，就是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士作出暴力行
為，法庭在審判及量刑時不會將涉案者的
年齡、教育背景及政治動機等作為考慮
因素，以免社會誤以為，對政治不滿就
可以訴諸暴力。
基本法第27條賦予香港居民有遊行示
威的自由，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選舉
活動指引第十章亦提到，候選人可以為
競選宣傳舉行公眾遊行而無須知會警務
處處長，但這是否意味梁天琦可在旺角
暴亂中免於刑責？
首先，參與旺角暴亂的人數遠遠超
過30人，根據選舉活動指引，當遊行
的地方位於公眾地方而人數又超過30
人以上時，籌劃遊行的人士必須以書面
通知警務處處長，梁天琦濫用立法會補
選候選人的身份，將衝擊警方的行為
形容為選舉遊行，不能成為抗辯的理
由。

此外，梁天琦承認在旺角暴亂期間有
襲警行為，電視台、報章及網媒等媒體
記錄到當晚參與暴動者以口罩蒙面、手
持盾牌、掟磚頭雜物、縱火燒車等可怕
場面，這些行為完全超出基本法保障香
港居民有遊行示威自由的底線，梁天琦
及一眾參與旺角暴亂的人被判監合乎法
理。
無疑，有人對於梁天琦被判6年徒刑表

示同情，但是，不少寂寂無聞的青少年
也因參與旺角暴動而被判刑，這些被定
罪的青少年可曾有前港督幫他們發聲，
有立法會議員和英國上議院的議員替他
們寫求情信？
梁天琦被反對派打造為「未來政壇明

星」，以身試法，咎由自取。奉勸各位年
輕人，面對形形色色的政治口號和鼓動時
要保持清醒，不要輕易受人煽動、擺佈，
不要被人讚「以年輕人自豪」，就頭腦
發熱，作出違法行為。
香港是法治之區，任何人不會因為政

治抱負而被無辜定罪，但也不會因為政
治理由在犯罪後可逍遙法外。

梁天琦成階下囚 政治不能凌駕法治
王偉傑 群策匯思秘書長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互聯網發展滯後需深刻反思

近日，筆者有幸到浙江、上海的知名互聯網企
業學習交流，其中包括有阿里巴巴、嗶哩嗶哩、
虎撲體育、拼多多等。此次學習交流有一個非常
具衝擊力的感受：國家改革開放40年以來，科技
發展一日千里，社會演進經歷了四大形態：IT資
訊時代、互聯網時代、移動互聯網時代、AI時
代，現在正處於一個「三浪疊加」的時代，即AI

時代伴以移動寬網技術和物聯網共同發展。
進入21世紀前十年，移動互聯網方興未艾，隨着智能手機和多
種移動設備的爆發，資訊個人化出現，「互聯網+」成為時代發展
主題。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一個好時代。中國這個火車頭開
起來，誰也擋不住。人工智慧和大數據正在全面融入社會生產生
活，深刻改變着全球經濟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
此次考察的一家叫「拼多多」的互聯網公司，成立兩年多，從幾
個人的團隊迅速發展到1,700多人的團隊，用戶量突破億級，日交
易額超過1億元人民幣，長期佔據iOS總榜及購物類第一名，這意

味着中國互聯網生活服務市場快速發展，市場規模迅速攀升，越來
越多的消費者習慣通過互聯網來滿足自己的日常需求。在微信支付
和支付寶的普及下，外賣送餐代購可以使用支付寶，即使在路邊買
一個烤紅薯，都可以微信支付，移動支付滿足日常的消費需求。
反觀香港的互聯網發展幾乎停滯，港人身上雖有八達通，有手

機，有信用卡，但絕大多數出租車仍只收現金。香港互聯網發展滯
後，跟創業成本高昂有關，年輕人除了打一份工，根本沒有資本或
機會去創業，這與深圳給予創科人才數以百萬計的經費支持形成鮮
明對比。
此外，港人想到內地開展互聯網創業也面臨不少困難， 一張

《網絡文化經營許可證》已經把港人和港資企業阻於內地互聯網創
業的門外。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呼之欲出，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支持香港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中央有關部門也為爭取港人的「國民待遇」作出不
懈努力，期待香港能夠早日搭上國家創科發展的快車，讓香港經濟
再次騰飛。

陳曉鋒 法學博士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城市智庫研究員

CDR實施改變A股市值結構

6月6日，證監會發佈了備受市場關注的CDR實施細則，其核心
文件即《存托憑證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試行）》。該細則明確了
存托憑證的法律適用和基本監管原則，對CDR的發行、上市、交
易、信息披露等作出了具體安排，創新企業試點申報通道隨即正式
開啟。
根據證監會3月30日發佈的《關於開展創新企業境內發行股票或

存托憑證試點的若干意見》，對發行CDR企業的條件作出了相應
的規定，當下符合這些標準的已在境外上市的紅籌股大致有7家，
分別是：BATJ四家公司（百度、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網
易、中國移動以及中國電信。此外，即將在港股上市的小米預計會
通過CDR在A股同時上市。
因此，就目前能夠符合條件的企業來看，CDR其實只是少數
「高大上」試點企業的專利。這也就使得CDR對於支持新經濟類
公司的上市融資缺少普遍性意義。
雖然CDR並不能有效地解決新經濟公司上市融資的問題，也不

能有效解決中概股回歸A 股市場的問題，但是，對於A股市場來
說，就短期而言，CDR推出最大的意義，就是緩解了A 股市場的
燃眉之急。
除了小米、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之外，BATJ加上網易都是新經
濟公司的代表，特別是BATJ，更是被公認為行業標杆。但就是這
樣的標杆公司，當初卻並未選擇在A股上市。
一方面，內地投資者難以分享到這些內地互聯網巨頭公司的經濟
成果，另一方面，這些互聯網巨頭當初選擇在海外上市，也被市場
參與者視其為A股不能接納新經濟類公司上市的「確鑿證據」。因
而，像BATJ這類的新經濟類獨角獸公司在海外上市，成為A股之
殤。
而這一次CDR細則的實施，為BATJ這類獨角獸公司通過CDR

方式回歸A股上市提供了可靠的通道，因而，解決了A股市場的一

大心病。
按照實施細則，通過CDR的方式，A股市場的投資者可直接投

資BATJ這種新經濟的標杆性公司，而且，A股市場也可以更好地
服務新經濟類公司，同時，這也有利於提高A 股市場在全球市場
中的競爭力。
從短期來說，CDR只是緩解了A股市場的燃眉之急，但是從長

期來看，隨着一批新經濟公司的湧入，勢必會改變A股的市值結
構，使得新經濟板塊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對於A股市場的積極意義
不宜低估。
CDR發行對於普通投資者來說，由於BATJ之類的獨角獸公司

在海外的溢價空間巨大，而在回歸A股上市之後，其估值將會不可
避免地高起，因而，參與CDR投資存有一定的風險，建議理性對
待，不宜盲目追高。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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