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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一地兩檢」經歷
一年爭議，立法會終於以
大比數通過條例草案，完
成「三步走」中最後一步
本地立法，掃除高鐵的法
律障礙。
政府去年提出以「三步

走」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第一步，與內
地達成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
安排；第二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第
三步，進行本地立法。
自政府公佈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後，圍
繞「一地兩檢」的討論十分熱烈，不論是專
業民調機構得出的數字，還是坊間討論，都
顯示「一地兩檢」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支

持。
高鐵是關係香港未來發展的重大經濟和民

生項目，「一地兩檢」明顯是讓高鐵發揮效
益的關鍵，高鐵只有實行「一地兩檢」，才
能為香港的經濟和民生發展帶來實質好處。
首先，「一地兩檢」是便民利港的通關安
排，離港旅客辦理通關手續，便可乘坐列車
到達內地所有高鐵站城市；來港的乘客亦可
選擇在內地任何一個高鐵站登車，到港時才
辦理出入境手續。
其次，從經濟角度來看，香港商界看好內

地發展，香港融入內地可再迎來黃金機遇，
實行「一地兩檢」對香港商界具有重要意
義，推動旅遊業發展的作用更明顯。
更重要的是，實施「一地兩檢」的高鐵，

有利香港開闢更廣闊的內地市場，不局限在
沿海城市，可深入到大西南和大西北，可為
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拓闊
港人的生活和工作圈子。
內地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注重創科創新，

香港要避免被邊緣化，透過高鐵助推香港發
展十分及時。高鐵網絡還可以讓香港連接上
東盟各國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與
東南亞商界保持密切往來的香港工商界而
言，如虎添翼。
「一地兩檢」獲三讀通過，高鐵通車在
望，本會同仁歡欣雀躍，作為香港100多萬潮
籍人士的代表團體，我們將於高鐵通車之
後，組織廣大鄉親乘坐高鐵前往家鄉，作為
對高鐵通車的祝賀。

旺暴判刑說明「違法達義」一派胡言
過去，每當法院輕判一些反對派的犯法

行為後，其他反對派就群起歌頌香港的法
治，認為香港法治保護了「公義」，使到
特區政府無法推動「惡法」。但是，近日
數宗旺角暴動案判刑之後，反對派則群起
攻擊法官，攻擊香港的法治，指斥法官判
得太重，香港法院已經變了樣，是政治審
判。香港的法治水平在國際間得到高度認
同，不少商業糾紛選擇以香港法律為基礎
進行仲裁。反對派的無端指控只能反映其
輸打贏要的一面。事實上，被判入獄的年
輕人，正正是受反對派宣揚的「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等謬論影響，才會鋃
鐺入獄，法庭的判決清楚說明這些論調實
乃一派胡言。

對於一些激進網民在網上用
粗言穢語攻擊法官，律政司已
明確表示，絕不容許人身攻擊
法官，對於有公眾人士對法官
彭寶琴作出可能構成藐視法庭
的言行，已將相關事件轉介執
法部門跟進，會依據《檢控守

則》、法律和證據，公平處理，並會繼續與執
法機構跟進相關事宜。

香港法治贏得國際信任
判刑是重是輕，自然有一定的章規，輕判、

重判都不是法官隨意決定，被告或律政司如果
不滿意法官的判刑決定，是可以上訴的。過去
也試過律政司不滿意原審輕判而上訴，上訴後
改判較重刑罰，被告決定再上訴，最終上訴至
終審法院。香港法律制度有着重重的上訴機
制，法官判刑也得寫下詳細的判詞，解釋判刑

的理據。
如今，反對派選擇在判刑之後攻擊香港的司

法制度、香港的法治，這是嚴重破壞香港「一
國兩制」的基礎。香港的「一國兩制」最根
本的基礎就是香港在基本法授權之內有自己
的司法系統、自己的法律規章、條文，採用
普通法而非內地的大陸法。香港的法治精神
幫助香港成功地吸引大量來自全世界的投
資，許多國際性的商業糾紛也選擇到香港進
行仲裁，選擇以香港法律為基礎的仲裁。普
通法、大陸法各有優點，如果合作雙方都熟
悉普通法，他們是會選擇到香港進行仲裁，
香港的國際仲裁已經建立了名聲。可就是這樣
一個能贏得國際信任的香港法治系統，在反對
派的口中，卻突然被指斥為政治審判。

判刑具阻嚇力喚醒年輕人
法官在旺角暴動案判刑時已經說到，判刑要

有阻嚇力。為什麼要有阻嚇力？原因是過去
許多年，所有的示威遊行都是在非常和平的
環境之下進行。但是，近幾年來，社會上出
現了一些人，不斷地鼓吹「公民抗命」、
「違法達義」，鼓吹犯法。於是，有年輕人
受到這種言論影響，不斷地挑戰法治，刻意
違法，並開始出現暴力行為，衝擊政府建築
物，攻擊執法人員，最終大規模、有組織、
有準備的暴動行為出現了。為什麼會出現暴
力？原因是這些年輕人被「公民抗命」、
「違法達義」的話騙了，以為「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是不犯法的，是「好
玩」的事，認為公義站在自己這一方，特區
政府必定不敢控告自己，暴力行為如同傳染
病，是會傳開的，而且愈演愈激烈，判刑是
最佳的喚醒年輕人的方法之一，判刑的阻嚇
力使到其他年輕人明白「公民抗命」、「違
法達義」是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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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特金會」誰是大贏家？

歷史性的新加坡「特金會」，終於
在本周二（6月12日）成為事實。在
國際媒體見證下，美國總統特朗普與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簽訂了聯合聲明。
但因為該份聲明空泛，引起各方評
價，究竟誰才算是次峰會的大贏家。
除個別美國保守派媒體及意見領袖
外，比較少人認為特朗普得到太多；
認為金正恩以小博大、先拔頭籌的看
法成為主流。《華盛頓郵報》更有評
論認為，身影若隱若現的中國，才是
真正的大贏家。
上述「估贏家」的討論，是新聞娛

樂化表現。只要我們稍為認真一點思
考問題，自然會得出談判總比威脅
好、和平比軍事鬥爭好的結論。更不
用說，過去一、兩年間，朝美不斷用
核按鈕的大小來挑釁對方，是多麼的
幼稚、多麼的危險。所謂「外交無小
事」，這種「真人騷」式即興表演，
或者一度讓各方感到「耳目一新」，
卻無異於拿北太平洋兩岸20億民眾的
性命開玩笑。
除美國、朝鮮以外，對中、日、

韓、俄乃至東盟各國而言，特朗普、
金正恩會面，顯示戰爭陰霾逐步消
散，相關的國家及其民眾，都成為贏
家。
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美

國對朝鮮的態度由談變打再到冷處
理，箇中關鍵，是經過20年演變，美
國的導彈防禦系統漸見成型。「薩
德」也好，神盾艦也罷，美國海基、
陸基導彈防禦體系，未必能夠抗衡中
俄，但用於對付朝鮮綽綽有餘。
有了導彈防禦系統作後盾，奧巴馬

一方面冷處理朝鮮核問題，一方面以
「再平衡戰略」重返亞太，矛頭所向
其實在中國。特朗普上台，除了「凡
奧巴馬支持的我便反對，凡奧巴馬反
對的我便支持」以外，世人尚未摸清
特朗普扭轉對華、對朝「新冷戰」思
維的真正原因。
特朗普將美國戰略重心轉回中東，

或許成為「特金會」成事、美朝達成
核協議的轉機。至於美朝達成的核協
議如何落實、如何細化，就不只是美
朝兩國的事了。

許 楨

「有識之士」不應美化暴徒誤導青年

梁天琦等人因暴動罪成下獄，梁被
判囚6年，餘者被判3年及7年。判刑
甫出，旋即引來一些社會上「有識之
士」散播謬論，甚至質疑法官是否公
正。這些歪論，前後矛盾，而所謂
「有識之士」，資深大律師有之，大
學學者有之，繼續混淆是非，顛倒黑
白，必對青少年貽害更深。
首先，有人質疑判決是政治審判，

甚至視梁天琦等人為「義士」云
云。旺角暴亂，其性質已有公論，
當日暴徒投擲磚塊、焚燒的士、襲
擊警察，違法暴力已不必贅言。倘
老把違法暴力說成是青年人對社會
不滿的宣洩，甚至美化成什麼「魚
蛋革命」、「違法達義」，明顯指
鹿為馬，誤導公眾。更重要的是，
梁天琦早已承認襲警罪，而其黨羽
黃台仰則一早「棄保潛逃」，這不
足以證明旺角暴亂是應受法律制裁
的不義之舉嗎？
主審法官彭寶琴判刑時明確指出，

根據英國暴動罪案例，法庭絕不容許
任何人將民生或政治等爭議訴諸暴力
行為，法庭必須「毫不猶豫」地拒絕
辯方以被告的政治訴求作為求情因
素。這充分彰顯法庭不受政治取向所
影響，並沒有因為梁天琦的政治訴求
而輕判，也沒有因此而特別重判，一
切只是視乎其所犯罪行的事實和情節
嚴重程度來判定。這不正正彰顯司法
獨立的精神所在嗎？相反，如果法官
因為政治訴求而影響判刑，才是真正
的「政治判決」。

顛倒是非欲逃避刑責
試問，對社會不滿，就可肆意襲

警、暴動嗎？假如其他青年人殺人放
火，也歸咎於對社會不滿，犯法只是
一時義憤填膺，「有識之士」們也覺
得沒問題嗎？違法就是違法，搬出一
堆堂皇冠冕的理由，都是想逃避刑責
的藉口。
如果，違法者覺得理直氣壯、沒有

做錯，那麼，為何梁天琦會承認襲警
罪，黃台仰要逃之夭夭。既然要「違
法達義」，認為自己站在公義一邊，
梁天琦、黃台仰為何不抗辯到底而選

擇認罪或潛逃？
至於，把公平公正的審訊說成是

政治審判，更是無稽之談。梁天琦
案的審議、判決，由陪審員定奪，
其中罪名，有成立，也有不成立。
有些人口口聲聲稱尊重法治精神，
當裁決不合己意，就說是政治迫
害；若然罪名不成，就說是「彰顯
法治精神」。有識之士選擇性接受
法庭裁決，輸打贏要，惡意攻擊香
港的司法制度，誰在破壞「法
治」， 不言而喻了。
再者，有人認為，量刑過重，判刑

毀了青年人的一生。量刑輕重，由法
官裁奪，不滿者，仍可依法上訴。事
實上，2014年的違法「佔中」、2016
年的旺角暴動，對香港遺禍甚深。筆
者認為，法庭對違法者判處具阻嚇性
的刑期，才能對青少年起警惕作用，
提醒其行事前務必慎思。
外間替梁天琦撰寫的求情信中，竟

然有人把他塑造成「大英雄」，某大
律師兼前立法會議員更讚揚梁是「幾
十年來難得一見的政治人才」。這些
說法，對於稍有法律常識的人來說，
只能一笑置之，此乃反對派的一貫政
治操作。

自毁前途咎由自取
然而，對於入世未深的莘莘學子，

很可能因為「有識之士」的讚美之
詞，真的以為梁天琦違法求公義，入
獄是捨身成仁，是學習的楷模，那就
後果堪憂！若梁天琦真的是大英雄，
就不會在被捕後坦白承認自己怕死，
根本沒有所謂「革命方略」；若梁天
琦真的是大英雄，為何要在判刑前呈
上一大堆求情信呢？說到底，就是明
白自己罪孽深重，害怕失去自由，不
想承擔責任。
香港是法治文明社會，有高度的言

論自由，有完善的社會制度，一個正
常的香港人，是不會違犯法紀的，這
才是正確的觀念。梁天琦參與暴亂而
被判刑，正如法官所指，是咎由自
取。筆者懇請社會上的「有識之士」
慎言，不要再發放錯誤訊息，集非成
是，荼毒青少年。

彭智文 教育工作者

「一地兩檢」通過 香港再迎黃金機遇
陳幼南 香港潮屬社團總會主席

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出席
活動時，大談對近期政圈的
看法，他嘲諷前特首梁振英
「懷舊到要推廣華服」、又
不點名暗諷有議員「做face-
book live」令議會恍如幼兒
園。看到這裡，相信一般人

都能猜到，前司長暗諷的對象就是筆者了，
如果他真有此意，筆者只能對這樣顛倒黑白
的言論表示遺憾。
在前司長的眼中，破壞制度與規矩的竟不
是那些行為不檢的議員，不是那些長期「反
中亂港」、鼓吹「港獨」的人，而是拍攝反

對派搗亂議會、向公眾揭示其醜態的何君
堯。不禁令人懷疑，究竟是前司長變得糊
塗，還是其本質就是如此？一位已經退休的
前任高官，為何「忽然民主」？
曾俊華在擔任財政司司長之時，曾撰文批

評反對派議員在財委會拉布拖延大量撥款申
請，更多次以「影響民生」之名批評有關議
員，稱他們「盡情破壞」，叫他們「及早回
頭」。然而，今次他卻避而不談反對派的種
種惡行，轉而指撥亂反正的人是破壞者。以
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令人咋舌。
曾俊華在其競選特首期間，自稱為建制派

參選人，卻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左閃右避。

例如，他在政綱中表明無理由再拖延23條立
法，會以白紙草案進行諮詢，其後卻改變說
法，又稱沒信心在2020年完成23條立法；又
例如，他表示若當選，會在「8．31」基礎上
重啟政改，爭取在2020年前完成工作，但為
向反對派求票，又聲稱重啟政改時可以提出
超越「8．31」決定的意見，暗示他有能力將
「8．31」決定修改甚至推翻。
曾俊華在不同時段，針對不同的人，可以

說不同的話。為獲得支持，隨意轉變立場，
以達到某種目的。由此看來，這次曾俊華發
表不分是非的言論，或許是退休太寂寞，想
製造話題，重溫受媒體關注的快感。

「薯片」顛倒黑白令人咋舌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批准對500億美元的
中國商品加徵25%關稅。新商品清單與此前
的初步清單相似，只是涉及範圍有所縮小，
從1,300種減少到800多種，但加入了更多的
高科技商品。
特朗普此舉意味着中美之前磋商達成的相
關共識失效。6月1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強調：「如果美方出台包括加徵關稅在內
的貿易制裁措施，雙方談判達成的所有經貿
成果將不會生效。」 特朗普奉行貿易單邊主
義，將逼迫中國對美國的大豆、汽車和飛機
採取同等規模的加稅措施。中美一旦開打貿
易戰，雖然中國難免蒙受一定貿易損失，但
美國也絕非勝者。

單邊主義沒有勝者
除了中國，美國近期已經先後將貿易戰火
延燒至全世界。本月1日，美國決定對歐盟、
加拿大、墨西哥的鋼鐵和鋁製品分別徵收
25%和10%的懲罰性關稅。在此之前，美國的
主要貿易夥伴中，只有澳大利亞、巴西、阿
根廷和韓國在付出相當代價後，獲得美國對
其鋼鋁關稅的豁免。至於日本，美國根本就
沒有考慮過給其任何豁免待遇。
美國向中國、歐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
哥「開戰」，被輿論調侃為「單挑全世
界」。雖然美國實力強大，但是否足以和全
球主要經濟體進行全方位的貿易戰，相信除
了特朗普自己和少數鷹派人士，固執地認為
「貿易戰是好事、也容易打贏」，但是美國
政商界和民間大多數人會當作笑話，而且憂
心忡忡。

在剛剛結束的「七
國集團」（G7）峰會
上，與會其他六國已
經形成了集體對美的
聯合陣線。歐盟成員
國周四(6月14日)一致
支持針對美國價值28
億歐元(約 207億元人
民幣)的進口產品徵收
報復性關稅，以回應
此前美國針對歐盟徵
收鋼鋁關稅。這一報
復性措施將在7月份實
施。此外，加拿大和
墨西哥兩個北美貿易
夥伴，也將啟動對美
國的貿易報復。日本對美國開出的關稅報復
清單則為400億日圓。
因為貿易戰，美國和歐盟、日本和加拿大

等盟友的關係變得糟糕，讓這些盟友貿易看
清特朗普損人不利己的真面目。在盟友看
來，特朗普已經成為難以取信的「敵人」，
雖然現在還是「加引號」的敵人，如果特朗
普繼續獨贏的單邊主義，美國和盟友的關係
將發生根本性變化，二戰後形成的西方政治
同盟和經濟治理秩序也將冰消瓦解。

「美國優先」淪為空談
特朗普不顧中美貿易磋商達成的共識，繼

續對華揮舞貿易戰大棒，讓中國對美國的誠
信產生懷疑。奉陪到底、針鋒相對只能是中
國的選擇。而且，特朗普在「特金會」後宣

佈對華500億美元的商品徵收關稅，也被輿論
視為過河拆橋。路透社援引一位美國政府官
員的話說，此次徵稅，是因為特朗普認為他
和他的政府已經同朝鮮建立了直接的溝通渠
道，不必再依賴北京對朝鮮的影響力，朝鮮
問題已經不再是緩解美中貿易談判的理由。
果真如此，特朗普未免太天真，更不利中
美關係和國際互利共贏合作。一旦在全球貿
易戰的格局下，美國將自己塑造為全球公
敵，中國和全球主要貿易體完全可以構築新
的全球經貿機制，將美國排除在外，共同抵
禦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要脅。
美國和全球打貿易戰，勢必被全球貿易體

系邊緣化，變得更孤立，特朗普口口聲聲宣
揚的「美國優先」和「美國再偉大」，只能
淪為一句空話。

重啟對華貿易戰 美國獨孤求敗
張敬偉

■■中方一貫強調貿易戰中方一貫強調貿易戰
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如如
美方一意孤行美方一意孤行，，一定會一定會
採取反制措施採取反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