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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康雙重標準「唱衰」香港
成，在高等法院被判入
獄六年，判刑合理，對
其他欲為所謂政治理想
而意圖訴諸暴力的年輕
人，有警醒及阻嚇作
用。法官在判刑時十分
清晰指出，就算對政治
不滿，都不能訴諸暴
力，否則就不是什麼言
論自由，而是徹首徹尾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梁天琦因旺角暴動罪

梁天琦的代表律師求情時，把暴動
原因歸咎於他那一代人貪圖逸樂、推
卸爭取民主的責任，而梁天琦力爭民
主，勇於承擔，「希望改變香港」，
更指案件涉及政治，梁天琦與一般罪
犯不同，法庭判刑時應予考慮。這些
講法完全顛倒黑白、混淆視聽，亦暴
露出梁天琦對所作所為毫無悔意，更意圖諉過於人，
把過錯推給社會。
當然，法庭絕不接納以犯案動機或政治訴求作為求
情理由，法官重申，判刑只會考慮案中的暴力使用和
破壞安寧的程度，而且很明顯是次暴動有組織、有計
劃，無論被告背後有什麼良好動機、崇高理念，法庭
都不能姑息暴力行為，刑期必須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和
具有阻嚇性，警惕其他人切勿以身試法！

的犯罪行為，會受到法
律制裁。但是，前港督
彭定康及英國的「香港
監察」等外部勢力，對
梁天琦案的判刑表示
「失望和憂慮」，明顯
借題發揮，干預香港事
務，以政治干預法治，
企圖繼續搞亂香港。

以「監察」為名干預香港
本案絕對不是反對派口口聲聲攻擊的「政治迫
害」，警方與律政司都是基於證據作出檢控，法庭更
是基於證據作出判刑，彰顯香港是法治社會，不會因
政治而影響法治！
但是，由英國現任和過氣政客組成的英國非政府組織
「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一向自稱監
察香港人權、自由和法治，促請中英兩國政府履行《中
英聯合聲明》責任，說要為香港「發聲」，每當香港發
生重大政治事件，「香港監察」都會出來說三道四，指
指點點，以「監察」為名，干預香港。這次也不例外。

法庭宣判梁天琦刑期當日，「香港監察」又發新聞
稿，表示前港督彭定康和其他英國政客，對梁天琦案
的量刑感到擔憂，批評這是特區政府威嚇民主運動、
削弱言論自由的表現。彭定康更說，對於特區政府以
《公安條例》起訴「抗爭者」，對梁天琦實施極端的
判刑感到失望和憂慮，批評特區政府濫用《公安條
例》，而該條例亦不符合聯合國人權標準。
彭定康等英國政客完全無視梁天琦在旺角暴動的違
法暴力行為。梁天琦及一眾示威者，當晚濫用暴力，
襲擊正在執勤的警察，完全是犯罪行為，跟言論自由
或政治訴求無關。況且梁天琦的審訊經過公開透明的
司法程序，並經陪審員審訊後，一致裁定暴動罪成，
一切皆依法、依程序進行，梁天琦亦充分運用抗辯
權，其法律權利絲毫無損，審訊公平、公正、公開進
行，充分體現了香港的優良法治。
同樣的違法暴力事件發生在英國，令英國的法治受
衝擊、公眾利益受損，彭定康之流的政客在評論時就
有不同說法。可見，外國政客「唱衰」香港，完全是
雙重標準，背後隱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2011 年 8 月，因黑人青年被英國警察射殺而引發的
倫敦騷亂（或被稱之為「倫敦暴動」），從 8 月 6 日晚
上在英國首都倫敦爆發一連串騷亂事件，持續到 8 月
10 日才平息，騷亂蔓延至全英 7 個城市，很多房屋被
燒，店舖遭到搶掠，經濟損失嚴重，導致 5 人在與騷
亂相關的事件中死亡。

英國法院嚴懲倫敦騷亂違法者

法庭判決撥亂反正 鞏固法治根基

法庭不考慮政治動機
事實證明，少數年輕人認為有政治理由、「為

公義」而犯法代價輕微，根本是一廂情願，更準
確的說法，是被人誤導。近期多宗有關違法「佔
中」、旺角暴亂的案件中，法官一再重申強調政
治動機並非考慮因素，政治不能凌駕法治之上。
梁天琦一案中，法官明確指出，決定參與暴動的
人是為共同目的犯案，聚眾作出違法行為，是咎
由自取，量刑需要反映整體暴力情況及規模，而
不是個別被告的行為，必須判處阻嚇刑罰。法官
還援引英國法庭處理暴動案的案例，指任何以民
生或政治理念作為暴力行為的理由都不會被法庭
接納。法庭是「毫不猶豫」拒絕辯方以被告的政
治訴求作為求情理由。
可見，香港也好，英國也好，司法獨立、法治完
善的地方，法庭判案只考慮違法造成的後果和影
響，對於社會影響極之惡劣的暴動罪，法庭必定依
法辦事，以嚴厲的判刑向社會傳達正面信息，不容
許將暴力合理化。本港法庭對梁天琦作出判刑，等
同徹底否認「違法達義」等謬論，對一切違法暴力
行為敲響警鐘，通過法治的有力手段，彰顯公義，
揚清激濁，引導香港重回正軌。
香港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基本法白紙黑字保障市
民表達意見的權利，年輕人對社會有不同意見，對
香港的經濟、政治問題有自己的看法，可以利用各
種媒體平台，甚至支持或參與各種選舉，只要以合
法的途徑反映，相信政府和社會一定會重視，積極
解決。若以違法暴力吸引輿論關注，犧牲法治和安

撐「一地兩檢」讓香港重回發展正軌
李世榮

王惠貞 全國政協委員 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旺角暴亂的主要搞手之一梁天
琦，終因暴動罪成而被判入獄 6
年。法庭作出具阻嚇性的判決，是
對近年以各種各樣政治理由肆意違
法的撥亂反正，再次讓年輕人看清
楚「違法達義」、「勇武抗爭」的
嚴重後果。香港要保持優勢，維持
繁榮穩定，年輕人有更好的前途，必須鞏固尊重法
治的根基，才能避免陷入無法無天、政爭內耗的困
境，才能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香港優勢，
配合國家所需，年輕人把精力和智慧投入到國家和
香港的建設中，順應國家發展的大勢所趨，把握國
家發展的機遇，為國家、香港和個人創造更美好前
景。
自違法「佔中」、旺角暴亂以來，在個別「有識
之士」的鼓吹煽動下，「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等歪理曾經大行其道，導致不少年輕人信以為
真，認為只要有崇高的理由，例如爭取民主自由、
「真普選」、「反對不公義的制度」等，就可以不
受法律約束地表達意見，警察維持秩序的規管則被
視為政府對表達政治意見的打壓、不理會年輕人的
心聲，年輕人採取必要的反抗合情合理，即使獲
刑，法庭也應從輕發落。

事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稱要嚴懲騷亂的肇事
者，當時的內政大臣、現任英國首相文翠珊更譴
責騷亂行為是「絕對的犯罪行為」，並要求法律制
裁。事後超過 3,000 人被捕，並迅速被送上法庭及獲
重判。有在騷亂中被判刑者提出上訴，其中包括只
是通過社交網站「臉書」（FACEBOOK）煽動騷亂
而被判 4 年監禁的兩名青年，英國上訴法院駁回了
上訴申請。法官在判詞中指出，倫敦騷亂的犯罪者
行為無法無天，其程度令人極為震驚，完全無法接
受及不可原諒，判刑要起到懲罰和震懾的雙重作
用。
可想而知，當國家安全、公眾秩序受到嚴重威脅及
破壞時，普通法的鼻祖英國也實施嚴刑峻法，強調刑
罰必須有阻嚇性，否則後果堪虞，無法恢復國家的法
律和秩序。那時，怎麼不見彭定康指責英國政府和法
庭「削弱言論自由、打壓人權」？
香港法庭審理旺角暴動，作出判決，是中國內政，
干卿底事？香港有良好法治、司法獨立，一切依法辦
事，有嚴謹的法律程序，這些都是承襲自英國的普通
法制度，按照基本法完整保留下來，運作良好，市民
的人權自由絲毫無損。
香港警察處理旺角暴亂高度克制，反而受傷人數最
多。梁天琦等旺角暴亂的參與者無法無天，必須受到
法律嚴懲。彭定康等英國政客「關注」案件，其實是
找名堂干擾香港，絕對不能接受。如果倫敦騷亂判刑
後，別國發表類似彭定康之流的言論，不知彭定康等
人作何感想？

寧以增加政治籌碼，效果只能適得其反。梁天琦的
案例，年輕人足以引以為戒。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聚焦發展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根本之道，香港
過去政爭氾濫，浪費了不少時間和機遇，違法「佔
中」、旺角暴亂不僅衝擊法治，削弱香港最寶貴的
競爭優勢，更擾亂人心，令社會更加撕裂，難以集
中精力謀發展，香港只會進一步被邊緣化。國家主
席習近平去年七一視察香港時曾提醒：「蘇州過後
無艇搭」，充分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關切和用心良
苦。過去一年，中央不斷加大對香港的支持力度，
港澳辦公佈新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
施，習主席親自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有關規劃
即將出台，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中央以
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發展，助香港把握國家機遇。
隨着「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重大規劃穩
步推進，國家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乃大勢所趨、機遇所在。近期的立法會和
區議會的補選結果清晰顯示，求和諧、謀發展是香
港的主流民意，市民對無休止的政爭分裂感到厭
倦，而法庭一系列的判決也表明，靠違法暴力行不
通，香港堅持尊重法治的核心價值，堅守「一國兩
制」的底線，加快與內地各方面的互利共贏合作，
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廣大市民將更有效地突破困局，
找到更大的發展空間。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

「一地兩
檢」條例草
案 恢 復 二
讀，一如預
料，反對派
再度瘋狂拉
布，力圖阻
止這個事關香港未來的法例
通過。筆者尊重任何合理的
支持和反對意見，但遺憾的
是，相信絕沒有人可從反對
派的嘴臉之中，看到他們是
真心想香港進步，他們的反
對只會讓香港再次錯失發展
良機。
說到底，反對派從頭到尾
也根本不想支持高鐵，因為
他們明白，只要香港的發展
重回正軌，他們的政治本錢
便會大減。不過他們也心知
肚明，有利香港發展的項目
實在沒有直接反對的理由。
因此反對派由始至終所打的

牌，便是「他們支持香港發
展高鐵，但就是因為『一地
兩檢』的方案太爛，違反基
本法，影響香港地位，他們
唯有反對。」
現時，西九高鐵站及鐵路
相關工程已經將近完工，若
然「一地兩檢」未能通過，除
了 800 多億元的開支將會白白
浪費，因未能連接高鐵為香港
帶來的損失、競爭力和機遇更
相信是天文數字的經濟損失。
可見反對派為了一己之私，絕
對會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
淵。
高鐵無庸置疑將為香港帶
來龐大效益。為反而反，根本
只會為反對派增添彈藥，而絕
對看不出對港人有何好處。還
望市民可以攜手合作，支持高
鐵「一地兩檢」，讓香港及港
人可以把握祖國發展的機遇，
重回發展正軌。

徹查「短筋」真相 挽回公眾信心

上合組織的光明未來和 G7 的
「三無」
峰會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近日在青島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國家主
席習近平發表的「構建命運共同體」、「反對任何
形式保護主義」的講話，贏得與會國家的熱烈掌
聲。儘管世界霸權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但「國際
關係民主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另一邊
廂，在加拿大舉行的 G7 峰會則因為「美國優先」
引發激烈辯論，最後鬧得不歡而散。美國總統特朗
普採取單邊、貿易保護主義，讓加拿大、德國、法
國等忍無可忍，引發前所未有的罵戰。正所謂「合
作共贏」譜寫光明未來，而「美國優先」則埋下仇
恨的火種。
上合組織成立 17 年來，遵照「互信、互利、平
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的原
則，構建了「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
全新平等關係，並由「安全合作」轉變成「共謀經
濟發展、構建全新環境」的嶄新模式。國際輿論盛
讚上合組織使「國際關係民主化」成為人類追求的
目標，「世界和平發展」作出了特別貢獻。中國以
負責任的大國擔當和推出的系列實際行動，有效推
動上合組織實現「互利共贏」的崇高目標，贏得各
國政要、國際社會和主流媒體的充分肯定。

華盛頓言行不得人心
與此同時，在加拿大舉行的七大工業國峰會上，
G6 起草的聯合公報強調自由、公平貿易，是經濟
發展的重要引擎，主張對抗保護主義，消除任何關
稅和貿易壁壘，並致力推動貿易自由。由於公報內
容與特朗普推出的「美國優先」水火不容，導致加
拿大總理杜魯多和特朗普相互指責、對罵。杜魯多
形容 G6 公報非常成功，特朗普則稱是失實聲明；
對華盛頓畢恭畢敬的英國首相文翠珊也罕有地表示
「對美國堅持實施關稅失望」；凸顯華盛頓損人利
己的言行不得人心。
由於特朗普拒絕簽署聯合公報，使 G7 峰會名存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
次會議日前在青島舉行。
次會議日前在青島舉行
。
新華社
實亡，演繹了無雙邊會談、無聯合聲明、無全家福
的「三無畸形國際會議」。長期以來，G7 一直是
西方國家中的「精英俱樂部」，由於 G7 掌握着全
球經濟治理話語權而倍受世界矚目。而這次的 G7
峰會變成G6+1會議，令G7陷於困局，無法有效運
作，讓西方乃至整個世界對「西方精英」感到失
望。G7 不僅喪失了過去的影響力，更加為全球治
理注入了負能量。而美國一意孤行既令自身四面受
敵，更加面臨失道寡助的尷尬處境。

各國盛讚「上海精神」
反觀上合組織不斷取得新成果、成員快速擴容，
呈現出一片生機。與會成員國共同簽署的10多個合
作文本，完全超出過去「安全、反恐」的範疇，增
添了公平貿易、促進經濟發展、拓寬合作深度等內
容。習近平強調「要拒絕自私自利、短視封閉的狹

隘政策」，彰顯中國積極推動全球化改革，向更加
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推動建立了合作共贏的新
型國際關係，北京的「合作共贏」理念深入與會國
領導的心裡。各國政要和西方媒體紛紛發表講話和
評論文章，盛讚「上海精神」為本地區國家和人民
帶來福祉。
吉爾吉斯斯坦官員認為，「上海精神」明確了新
時期上合組織的任務，對開展下一階段工作非常有
幫助。俄羅斯代表表示，習主席關於發展觀、安全
觀、合作觀、文明觀、全球治理觀的論述非常具有
建設性，清晰指明上合組織未來發展任務，對處理
國家間關係以及進行國際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俄羅
斯總統普京直言，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和歐
亞經濟聯盟對接，構建「歐亞夥伴關係」，促進一
體化進程。巴基斯坦總統則表示，「上合組織－阿
富汗聯絡組」是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唯一途徑。

梁文廣 經民聯深水埗區議員
特首林鄭月娥宣佈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港鐵沙中
線紅磡站事件。據稱，政府會
引用香港法例第 86 章《調查
委員會條例》成立調查委員
會，並由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
官夏正民出任調查委員會主
席。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月台鋼
筋被剪短，懷疑涉及人為造
假，事件關係乘客安全。港鐵
雖然召開記者會交代事件，但
不少疑團仍未釐清，各分判商
又互相推諉，拒絕交代，令外
界難以知悉事件真相。政府根
據《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的
調查委員會，擁有法定權力傳
召特定人物作供，包括總承建
商及各分判商，並要求他們提
交資料，有助找出事件真相並
且追究責任。鐵路安全重於泰
山，各界應支持及配合委員會
徹查「短筋」真相，以堵塞安
全漏洞，挽回公眾信心，而不
是肆意將事件政治化，將調查
變成政治攻訐。
港鐵早前交代「短筋」問
題時，表明有嚴謹機制確保工
程安全，但經過港鐵連日解
釋，事件仍然疑點重重，不少
問題仍未澄清，包括港鐵何以
沒有及早通報、剪短鋼筋原因
未明以及責任誰屬等。而且事
件中的關鍵角色承建商禮頓、
分判商泛迅至今仍沒有出來交
代事件，甚至連港鐵亦難以從
禮頓和泛迅手上獲得詳盡的資
料。由於事件仍未能全面澄
清，導致大量傳言在坊間不脛

而走，市民滿腹狐疑，對於沙
中線的安全亦打上問號。
既然「短筋」事件連港鐵
都說不清，承建商及分判商又
拒絕合作交代事件，令人懷疑
事件另有內情。由於事件可能
涉及刑事責任，而工程涉及的
多方亦簽訂保密協議，並以此
為由拒絕提交資料。這樣，由
特區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就事件進行調查，並且引用
《調查委員會條例》的權力傳
召相關各方提供資料，無疑是
找出真相的唯一辦法。在事件
中特區政府反應迅速，果斷成
立調查委員會，值得肯定和支
持。
由於目前沙中線工程正進
行得如火如荼，有關調查應抓
緊進行，務求盡快查出真相，
一是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如
果發現當中有造假，更應作出
刑事檢控；二是查出工程是否
存在安全隱患，從而及早堵塞
安全漏洞，並且提出補救措
施，加強問責和通報，以挽回
公眾信心。
基建工程的施工質量關係
市民安全和公眾利益，不能
有絲毫出錯。在這次「短
筋」事件中，港鐵無疑存在
監管不周的過失，應予批
評。但既然政府已經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各界應該配
合其調查工作，待結果出來
後再作追究，更不應將事件
肆意政治化，這不但無助查
出真相，反而會影響調查工
作，對市民沒有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