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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正考慮按《社團條例》禁止
鼓吹「港獨」的「香港民族黨」運作，並
給予時間對方作申述，但「民族黨」上周
五反過來向政府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要警
方交出對「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監視
或觀察記錄、預備取締建議書前收集到的
錄音及錄影，及「所有用及或無用及的資
料」等。
執法部門要取締「香港民族黨」，是因
為其違反《社團條例》，威脅國家的安全
和利益，「民族黨」是犯法者、陳浩天是
嫌犯，他們有權接受公正的法律審訊，但
卻沒有資格向警方下「最後通牒」，要求
警方交代所謂調查證據云云，全世界的執
法部門都不會向犯人透露其如何調查，如
何錄音錄影，尤其是涉及國家安全範疇，
怎可能對外公開？更不可能向嫌犯交代。
美國追捕恐怖分子時，有向公眾交代如何
追蹤、如何竊聽嗎？陳浩天背後的「蠶蟲
師爺」不要再丟人現眼了。
從來沒有一個嫌犯好像陳浩天般「犯人
當貴賓」，諸多要求，又要當局給予更多
時間讓他們申訴，又要向他提供各種資料
云云。顯然，這些不過是企圖拖延禁制的

伎倆，讓「民族黨」苟延殘喘。陳浩天索
要資料，但警方早已給予他800多頁的文
件，詳細列出陳浩天及「民族黨」過去兩
年有關「港獨」的公開言行，包括發表聲
明、電台訪問、論壇講話、參選政綱以及
在大學和中學派發「港獨」傳單等，足以
證明「民族黨」推動「港獨」證據確鑿，
陳浩天究竟還要什麼資料？
至於提供更多時間答辯云云，更是毫無

理據。陳浩天需要回應的只是這些資料是
否屬實、記錄的內容是否出自其口，只需
要答是或否就可以了，陳浩天如果不是患
了失憶症，要回應這些問題根本花不了多
少時間？但在申訴期內，陳浩天卻到處大
放厥辭，到處「哭秦庭」，而不是把握時
間回應，現在限期已到，又說時間不足，
不過是在大打拖字訣。雖然警方決定延長
其申述期，但也改變不了「民族黨」被取
締的結局。
陳浩天好像到現在還弄不清楚一個事

實：就是他是嫌犯，他可以申辯，可以
提出理據回應指控，但卻沒有資格質
問，甚至要求警方交出所謂搜證的資
料，包括所謂監視和錄影。警方的調查

工作都需要保密，尤其是涉及國家安
全、分裂行動等敏感工作，更加需要保
密，全世界都不會向犯人交代如何搜
證，只會向犯人提出具體的檢控理據和
證據。現在警方已經向陳浩天提交了完整
的證據，沒有責任也沒有必要提供其他資
料。一個犯人在犯了法後被警方檢控，之
後竟然反過來要警方交代有關調查工作，
反過來要「監察」警方搜證，本身已是荒
謬絕倫，全世界都不會出現這種顛倒是非
的做法，包括「聲援」「香港民族黨」的
美英都不會出現。
陳浩天只是一個畢業沒多久的「雙失青

年」，一畢業已經有大量資源推動「港
獨」，營運一個政黨，不但是財來自有
方，背後更有不少人教路，包括一些「狀
棍」為其提供法律諮詢。否則陳浩天有什
麼能力及財力就DQ案提出司法覆核，現在
又企圖利用法律手段阻撓禁制「香港民族
黨」。說穿了，陳浩天不過是前台棋子，
為外部反華勢力煽動分裂擔當馬前卒而
已。當利用價值失去，外部勢力自然會尋
找另一隻棋子，而他最終面對的只會是
「棄子」的下場。

不受反對派誤導 凝聚共識支持填海造地
為期5個月的土地供應大辯

論正在進行，這是一場關係香

港覓地建屋的辯論，社會各界

都應積極參與，踴躍發聲，凝

聚民意。然而，反對派一邊催

促政府增加土地和住屋供應，

一邊卻以不同的理由阻礙各種

覓地的建議，對於填海、公私

營發展農地等建議一律反對，

更發動支持者干擾論壇進行，

提出如搬遷解放軍軍營等多種

譁眾取寵的建議，目的不過是

破壞辯論，令香港在覓地上

「原地踏步」，讓房屋問題繼

續困擾香港。香港需要的是大

量而持續的土地供應，填海是

根本解決香港缺地的最佳辦

法，土地大辯論應就填海等議

題廣泛諮詢民意、凝聚民意，

不要被反對派轉移焦點。

本港長遠發展需要至少1,200公
頃土地。為了做到長遠增加土地
供應，必須提出可行的規劃安
排。其中，填海造地、公私營合
作發展新界私人農地、開發郊野
公園邊陲土地等，都是能夠提供
大量土地供應的辦法，但同時亦

具有較大爭議性。土地大辯論的目的，就是通過廣
泛的諮詢，從而凝聚社會覓地的共識。

覓地建屋 反對派屢扯後腿
這場土地大辯論對於香港長遠發展關係深遠，

但可惜的是，現時各界對於大辯論未有足夠重視，
一些人更指這只是一個「口水會」，同時，反對派
又不斷動員支持者干擾辯論，以各種譁眾取寵的建
議，企圖轉移辯論焦點。土地大辯論的結論，將直
接影響當局之後的覓地工作，關係到政府的覓地方
針，當然不是「口水會」。多個民調都顯示，房屋
是市民最關注的問題。既然市民對房屋問題極為關
注，現時更應該踴躍參與大辯論發表意見。
覓地建屋關係市民福祉，任何派別的政黨都理

應支持。然而，近年每當特區政府推動任何覓地
發展計劃，卻例必遭到反對派的阻撓，導致多個
大型發展計劃一拖再拖，反對派一邊借房屋問題
攻擊政府，一邊卻扮演覓地建屋的「攔路虎」，
其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見，就是要阻礙房屋問

題解決，讓他們持續以「房屋問題」來攻擊特區
政府。在土地大辯論期間，反對派從來沒有提出
過任何可行、有建設性的意見，反而一味炒作什
麼收回駐港部隊軍營等荒謬主張，甚至在論壇上
叫囂搞事，目的就是要轉移視線，干擾諮詢，挑
動爭議，令政府覓地工作無功而還。反對派將房
屋問題政治化，罔顧港人福祉，市民應積極出來
發表意見，讓反對派聽到民意心聲，更要讓反對
派承擔政治後果。
現在香港需要的，不是「小修小補」或「見縫

插針」式覓地，而是大規模並且可以在未來一段時
間，持續為香港社會提供土地的方案。在目前眾多
方案之中，填海是最能夠從根本上解決香港缺地問
題，其中有四大優點：

填海有四大優點
一是填海是最能夠大量造地的模式。單是中部

水域填海等大型填海計劃，就可提供33萬個住宅
單位的土地，不但可以為香港社會提供充足的土地
作建屋之用，而且由於土地是填海得來，所以不會
涉及收地、賠償等複雜爭議，有助盡快開展工作。
二是填海可以讓政府有更大的主導性，全面規

劃發展，讓土地更能發揮效益。香港9個新市鎮
中，有6個都是由填海得來，包括荃灣、沙田、東
涌、九龍灣、啟德以至現在中環、金鐘外圍都是填
海得來的商業帶，填海不但為香港帶來土地，更讓

政府可以進行全面的規劃，因應香港發展的需要規
劃土地，既可解決土地問題，亦有利香港的長遠發
展。
三是填海能夠讓政府在覓地上更有底氣。覓地

建議不少方案都需要有土地儲備作為支持，例如重
置舊區以及一些舊屋邨，都需要有土地安置受影響
的居民，愈大規模的重置計劃就需要愈多的土地作
支援。沒有大量的土地儲備，政府根本沒有能力開
展其他覓地工作。
四是香港本來就是靠填海才有今日的發展，多

個新市鎮在70年代還是大海，現時的土地都是填
海得來，現在已經居住了六七十萬人。隨着香港經
濟不斷發展，人口持續增多，香港也需要不斷「擴
容」。然而，近年香港在填海工作上卻是停步不
前，在鄰近城市如澳門、新加坡等每年都在大量填
海之時，香港卻視填海為禁區，這種做法既不合
理，亦忽視了香港的發展需要。
事實上，只要政府宣佈將展開大型填海造地計

劃，在市場預期將會有大量土地供應之下，有助扭
轉市民對樓市「只升不跌」的預期，達到平穩樓價
的作用。一些人提出的環保問題確實需要考慮，但
卻不能因為環保而漠視市民的居住問題，將最能夠
解決香港缺地問題的填海方案棄之不用。而且，在
現今技術進步下，相信可以大幅減少填海對生態的
破壞，在生態價值較低海域填海，無疑是值得考慮
的選項。

「假難民」問題成治安毒瘤必須全面整頓

九龍西的「假難民」
問題已經成為區內的治安
毒瘤，上月26日警方在
麗閣邨拘捕兩名持「行街
紙」留港的孟加拉籍男
子，並檢獲一支自製手槍
及兩發子彈；區內更曾經

在五個小時內先後發生三宗疑涉及南亞
人罪案，包括傷人及搶劫，其中一人須
送院救治。
非法持有槍械屬於嚴重罪行，隨時涉

及嚴重罪案，令當區居民人心惶惶。近
日連串涉及「假難民」的罪案，再次暴
露其潛藏巨大的安全隱患。居民對於
「假難民」湧入社區造成的烏煙瘴氣已
經忍無可忍，隨着學校暑假來臨，大批
學生都會在區內活動，當局更須加強巡
查力度，全面整頓區內的治安秩序，並
杜絕「假難民」繼續禍港，還居民一個
安全安寧的環境。
近幾年「南亞村」在社區出現，主要

源於本港對於南亞「假難民」把關不
嚴，機制存在漏洞，導致大批「假難
民」可以堂而皇之地在社區上活動，打
「黑工」，甚至參與非法活動，而一些
黑幫亦樂於聘請這些「膽正命平」的
「假難民」從事非法勾當。以深水埗為
例，通州街天橋底長年遭南亞「假難
民」佔據，一度僭建多達200間木屋，引
發社區治安、環境衛生等一連串民生問
題，不但對居民構成滋擾和不便，更不
時發生集體械鬥，「村」內黃賭毒情況
嚴重，甚至成為不法分子的「槍械
庫」，嚴重威脅社區安全。
令人費解的是，儘管「假難民」問

題已成為地區安全炸彈，但當局卻未
有足夠重視，每次都只是在發生罪案
後作出清理，但很快，一些「假難
民」又會重新聚集，繼續犯事，當局
再去清理，如此周而復始，問題始終得
不到全面的解決，居民仍然生活在惶恐
之中。因此，警方除了清拆「南亞村」
之外，更要加強警力巡查，對當區進行
全面整頓，防止「假難民」重新聚居。
從根本上說，更要從制度上杜絕「假難
民」湧港。
作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締結
地之一，本港基於人道理由，有責任
對有機會在其他地方遭受酷刑者提供
免遣返保護，但酷刑聲請個案的申請
成功率一直偏低，當中絕大部分聲請
者其實都與遭受酷刑無關，但大多數人
仍可通過酷刑聲請機制長期留港，累計
有數萬人之多，每年領取10多億元公
帑，反映目前的酷刑聲請機制明顯被濫
用，不但引發大量民生問題，更浪費大
量公帑。
事實上，在西方國家都在加強審核，

嚴格把關，防止「假難民」湧入的時
候，香港亦不能中門大開，任由「假難
民」湧港。特區政府要做的是，修訂現
行酷刑聲請機制，堵塞濫用酷刑聲請的
漏洞，加快甄別遣返程序，將不符資格
的「假難民」盡快遣返。此外，政府亦
要加強對留港「假難民」的規管，研究
設立「封閉營」，減少「假難民」對社
區的影響，並且降低他們來港的誘因。
更重要的是，對於「南亞村」等社區安
全隱患，執法部門必須重錘打擊，還居
民一個安寧。

梁文廣 經民聯區議員

嫌犯向警方下「最後通牒」荒謬絕倫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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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確實與青年同行

前不久，香港群策匯思及一眾青年團
體代表，合共40名青年，約見了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在青年議題上交換意見，
歷時2.5小時。會面期間，張建宗司長一
邊聆聽，一邊做筆記，然後用近一小時
逐一回應大家的提問，其回應對焦貼
地，沒有官僚式應對。這樣務實的問責
高官，不愧稱為「好做得」的官員。
誠然，新一屆特區政府銳意拉近與青

年人的距離。首先，林鄭月娥在2017年
競選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期間，以「同行
We Connect」為口號，承諾與青年同
行。在她當選特首之後，同年發表第一
份施政報告，制訂「三業三政」的青年
政策方針，以關注青年學業、就業及
置業、鼓勵青年議政、論政及參政。
之後，香港特區政府坐言起行，相繼

推出三個聚焦青年發展的措施。第一，
將中策組改為「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
處」，高薪招聘年輕人參與政策研究及
統籌跨部門政策等工作。第二，在2018
年把青年事務委員會改為「青年發展委
員會」，加強政策統籌及跨部門協作，
有效研究及討論青年議題，另推出「委
員自薦試行計劃」，以五個委員會為試
點，鼓勵 18 至 35 歲青年加入諮詢架
構。例如，是次計劃委任一名18歲科
大學生成為委員，打破委員會的最低年
齡紀錄，做到還政於青年。第三，推出

「青年共享空間計劃」，與商界合作推
出 9萬平方呎已活化的工廈和商廈單
位，以低於巿價租予青年人創業及文藝
發展。
最近，張建宗司長帶領一眾問責官

員，推動「與司局長同行計劃」，獲選
的高中學生將成為司局長的一天「工作
影子」，近距離體驗司局長的工作和政
府的運作模式。計劃旨在讓司局長與同
學分享職業生涯的經驗，了解同學對不
同政策議題、人生目標，以至香港未來
發展的看法和建議，並從中啟發同學以
正面價值觀從不同角度思考，鼓勵他們
各展所長，積極向上流動。
回顧以往港英政府到回歸後歷任特區

政府，都曾嘗試推行青年政策，但多數
是成立青年諮詢組織，沒有給予青年制
訂政策的實權，以致青年無用武之地，
拉開與政府的距離。然而，本屆政府以
上舉動前所未有，由此可見新一屆政府
有意打破與青年人的隔閡，透過溝通和
了解，讓青年人參與制定青年政策，使
政策更貼地，幫助青年解決「三業」困
難，鼓勵青年從事「三政」。
張建宗司長以身作則與青年同行，一

眾官員必定上行下效，更多落區聽取民
意，以致施政到位，政通人和，特區政
府的認受性在青年人中不斷提升，有利
實行有效管治。

林伯強 香港群策匯思成員 中學老師

美國經濟二季度成績單堪稱優秀，衝入
了「中高速」增長區間。據美國全國廣播
公司27日報道，美國二季度GDP年化季環
比初值增4.1%，為2014年以來最佳，也是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第三高季度增長，提
振了人們對美國經濟即將走出長達10年的
低迷狀態的信心。
美國這樣的超級經濟體，不可能一直保
持中高速增長，超過4%的經濟增長難以持
續，2%-3%的增長區間才是常態。奧巴馬
時代，美國經濟也曾衝高過4%以上。2014
年三季度GDP增長曾高達4.6%。但2015
年底，GDP增速放緩至0.5%。美國經濟偶
爾衝高帶來的喜悅也只是暫時的。對此，
美聯儲客觀預計，2018年美國全年GDP增
長將達2.8%，2019年回落至2.4%，2020年
繼續降至2%。而且，針對第二季度突然跳
高的成績單，美國市場反而呈現出相對悲
觀的表現。

減稅政策短期刺激
據第一財經報道引述美國上周五的數
據，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報2.958%，較
前跌0.14%，該收益率在今年2月一舉突破
3%後就失去了動能，持續盤踞在2.9%附
近；美元指數收報 94.47%，較前下挫
0.11%，近期美元衝擊95遇阻，多頭盡顯疲
態；納指、標普500指數收跌，納指收盤跌
超1%。日圓、黃金等避險資產上漲。
美國經濟第二季度的良好表現，得益於
三大動力。首先是大規模減稅和基金計劃
的刺激，近3萬億美元的減稅和財政大刺
激，雖然計劃遠及未來10年，但還是釋放
出強烈的短期刺激作用。特朗普敢作敢為
的執政特點，也讓美國市場對減稅政策和
財政積極充滿信心。這拉動了聯邦政府、
州政府和私人公司「花錢」的積極性。數

據顯示，美國政府開
支增長2.1%，為GDP
貢 獻了 0.37 個 百 分
點。私營非住宅的固
定投資（商業支出）
在 第 二 季 度 增 長
7.3%，為GDP貢獻了
近1個百分點。不過，
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通
過增加開支來維持經
濟增長不可能持續下
去。一方面是政府開
支受國會掣肘太多，
另一方面美國政府也
沒有那麼多的錢。危機時代的奧巴馬政府
可以通過幾輪量化寬鬆的方式去救急，特
朗普靠的是減稅政策的刺激。大規模基建
計劃還基本停留在字面上。
其次是消費對美國經濟增長貢獻不小。

數據顯示，美國家庭消費二季度增速4%，
為GDP貢獻了近1.3個百分點。由於一季度
惡劣氣候的影響，二季度消費提速主要是
因為一季度消費疲弱所致。

貿易摩擦將帶來衝擊
其三是出口拉動。第二季度趕上了美國

對全球發起的貿易摩擦，當然也引起了貿
易夥伴的報復。在複雜的貿易形勢下，美
國二季度淨出口增幅為9.3%，對GDP的貢
獻率是1.06%，也是2013年以來的最大增
幅。美國二季度出口形勢向好，一方面是
特定商品，如大豆和其它農副產品擔憂貿
易夥伴報復，而在報復期前加速出口，這
推升了二季度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美
國和貿易夥伴在摩擦過程中也不斷磋商和
談判，譬如中美貿易磋商。為了營造更好
的磋商氛圍，中國等貿易夥伴也釋放出改

善對美貿易更加平衡的善意。伴隨着貿易
摩擦的升級，美國出口或面臨更大不確定
性。當然，如果美國和主要貿易夥伴達成
貿易共識，出口也可能成為美國經濟的主
動力。
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引擎在第二季
度形成了較為集中的合力。加之美國經濟
的基本面趨勢向好，這是美國經濟二季度
衝高的主因。
美國經濟依然處於經濟復甦周期，未來

一段時間，經濟增長維持在2%-3%的區間
是很正常的。衝高到中高速和降低到2%以
下都非常態，這是美國經濟結構所決定
的。此外，美國經濟也面臨着一些不確定
因素，如美聯儲加息帶來的強勢美元已經
引起特朗普總統的不滿，又如臉書被股東
集體訴訟引發的股市震盪等。關鍵是，美
國在全球挑起的貿易摩擦還在繼續，全球
外貿形勢的不確定性，也會對美國經濟帶
來負面傳導。11月的中期選舉以及減稅政
策的刺激減弱，也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影
響。長期而言，美國經濟不具備中高速增
長的條件和動力。

美國經濟中高速增長難持續
張敬偉

■貿易戰將令美國經濟增長蒙上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