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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日前在facebook提及「港獨」問題，
指現在是「理論港獨」階段，必須以理論反駁，港大法律系副
教授戴耀廷隨即對號入座，並「下戰書」希望與梁公開討論
「港獨」問題云云。但當梁振英再質問戴耀廷是否反對「港
獨」之時，戴卻閃爍其詞地指：「我想我們要討論的，不是那
麼簡單支持與不支持，而是要知道為何『港獨』會在香港出
現。支持的要知道，反對的更加要知道，好對症下藥。」
顯然，戴耀廷所謂「下戰書」辯論「港獨」，辯論是假，
「播獨」是真。「港獨」違法違憲還有什麼需要辯論？難道戴
耀廷會在課堂上要求學生辯論強姦是對是錯、為什麼搶劫會在
現代社會出現嗎？「港獨」是大是大非問題，中間沒有灰色地
帶、沒有巧言迴護空間，如果真的要辯論，就應該是如何遏止
「港獨」、如何遏止「港獨」歪理散播，而不是「港獨」為什
麼出現？這樣的辯論不過是企圖將「港獨」合理化，梁振英不
理戴耀廷是明智的，而直截了當問他是否支持「港獨」，更是
一矢中的，令戴耀廷啞口無言。
戴耀廷近日不斷在報章撰文為「港獨」提供所謂學術依據，
什麼三階段「港獨論」，完全是荒謬絕倫，盡顯其政治蒙蔽理
智，政見掩沒學術良心。值得留意的是，戴耀廷自從在台灣
「播獨」被社會輿論口誅筆伐之後，一度有意與「港獨派」保
持距離，但近日他又再次靠攏「港獨」，原因一方面是眼見外
部勢力公然「撐獨」，令戴耀廷希望可以鞍前馬後分一杯羹。
另一方面，其「風雲計劃」雷聲大雨點小，處於乏人問津拍烏
蠅狀態，加上反對派的冷待杯葛，隨時「風流雲散」，令戴耀
廷企圖「投獨」博翻生。
戴耀廷提出「風雲計劃」，開始時志得意滿，說要在全港

452個區議會選區都有「風雲戰士」參選，並且計劃為這些戰
士提供培訓及資源，並要求反對派提供「白區」讓這些戰士進
駐云云。但結果戴耀廷搞了3場培訓班，不見風雲，只有十多
個「瘋人」上課，而且這十多個「瘋人」雖然已獲分發選區，
但都是一些「豬頭骨」選區，毫無勝算，不過為反對派作炮
灰。「風雲計劃」慘淡收場，有人更勸戴耀廷不如親身參選中
西區大學選區，並且找來一班反對派大佬出來參選，以提振聲
勢云云。
政治從來都是一沉百踩，戴耀廷「風雲計劃」的失敗，主

要因為其缺乏號召力、聲勢江河日下，不要說他參選也沒多
大勝算，就算找來一班反對派大佬如梁家傑出來，在區選也
不見得有何優勢，看看李卓人、馮檢基、陳淑莊便知道。因
此，「風雲計劃」根本很難搞得起來，但戴耀廷已經孤注一
擲，他的官司年尾就要審訊，若判罪成入獄，教席也會泡
湯，如果不謀後路，餘生怎過？而「風雲計劃」正是他為自
己所謀的出路。
現在眼見「風雲」聲勢不利，再加上傳統反對派的不合作、

落井下石，戴耀廷於是鐵了心投向「港獨」，既是希望爭取
「港獨派」、「自決派」的支持，為「風雲」注入新血，也是
向外國主子表忠，顯示他可以為「港獨」提供理論，配合陳浩
天等「港獨」卒子在香港興風作浪。所以，他近日才會不斷就
「港獨」發言，甚至故意找梁振英辯論，目的就是為「港獨」
製造聲勢，以顯示自己的「價值」。對於這樣一個不學無術、
不知羞恥、不理港人利益的所謂學者，不但是港大之恥，更是
香港教育界之恥。可惜港大投鼠忌器一直不敢處理他，看來要
留待法庭還港人一個公道了。

發展大嶼山成融入大灣區門戶
隨着港珠澳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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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嶼山在發展和規劃上仍存在很多問題，已
經嚴重影響到周邊居民的生活質量以及大嶼山的未來
發展。筆者認為，大嶼山的發展關乎香港人的衣食住
行，特區政府若要把大嶼山發展搞好，必須要從交通
着手，同時，要加強官商鄉的合作，拿出更多決心和
承擔，這樣才能夠真正將大嶼山建設得更好。

大嶼山扮演重要角色
大嶼山面積達147.16平方公里，是香港最大的島

嶼，比第二大的島嶼香港島的面積大上近一倍，目前
人口卻只有17萬多。特區政府有志向發展大嶼山，
2017年公佈《可持續大嶼藍圖》，以「北發展、南保
育」為大嶼山未來定位，提供用作房屋、商業、零
售、酒店、康樂及旅遊、高增值物流等用途的土地，
同時提供發展機會，藉助發展大嶼山讓香港的空間發
展佈局更為均衡。
事實上，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一經啟用，勢必會
將大嶼山和規劃中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連接變得
更加緊密。從大嶼山出發乘車，一個小時內能抵達澳
門、珠海和深圳，形成「一小時生活圈」，再配合香
港國際機場，大嶼山會成為香港通往世界各地和大灣
區的「雙門戶」，將會有空前的地利優勢及發展機
遇。
大嶼山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點地方，從空間來說，
大嶼山完全有能力吸引更多的香港人遷入，解決困擾
香港已久的空間及人口問題；從發展來說，大嶼山的
地理優勢顯著，藉助大灣區發展橋頭經濟，對金融、
商業和物流等行業均有重要的意義，可為香港年輕人
提供更多機遇；從旅遊來說，可充分利用大嶼山的生
態、景觀和文物價值等等的資源和環境優勢，大力推

動綠色休閒旅遊。在發展與保育兩者之間，可以盡量
平衡，倘若兩者未能完全平衡得宜，那麼後者可以作
適度調整，特別是在解決擠迫居住環境方面，後者應
要作出更大的讓步！

交通建設必須先行
眼下，大嶼山正成為外界的主要着眼點，隨着港珠
澳大橋的通車，勢必會有更多的人流和車流湧入。不
過，眼前的問題亦有不少，區內交通配套長期以來並
未完善，只靠一條北大嶼山公路連接汲水門大橋和青
馬大橋出入大嶼山，目前已頻頻塞車，交通負荷嚴
重，不但對當地居民造成不便，更嚴重制約了大嶼山
發展，削弱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
不久前，筆者去大嶼山視察道路安全及交通網絡工

程進度，過往數年政府已在大嶼山幝山道及嶼南道完
成了21項道路改善工程項目，包括彎位擴闊工程，未
來有3項相關工程有待完成。但總體而言，值得改進的
空間依然很大，港珠澳大橋通車在即，加上《可持續
大嶼藍圖》所公佈的，建議擴展東涌新市鎮、發展小
蠔灣及開發東大嶼都會，令整個大嶼山長遠會容納70
萬至100萬人口。令人憂慮的是，大嶼山交通的規劃及
穩定性，能否應付未來的人口增長。
政府若要把大嶼山發展搞好，必須要從交通着手，

制定長遠政策，全面審視交通及鐵路網絡。特區政府
必須議而有決，軟硬兼施，急民之所急。從短期措施
而言，政府要加密加快巴士和渡輪班次，以疏導人
流；至於長遠而言，政府可以考慮規劃建設一條環島
公路和貫通大嶼山南北的隧道。此外，必須盡快建成
一條連接東涌與大澳的公路，這樣既可解決當地居民
的燃眉之急，也可提升大澳旅遊觀光經濟效益。

攜手合作才能事半功倍
可以看出，大嶼山是樂園，也是

方舟，未來可以發展成為主題島，
給年輕人更多向上發展的空間，成
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天地。從香港
整體利益着想，特區政府不應再虎
頭蛇尾，拖拖拉拉，發展大嶼山已
經刻不容緩，目前香港擁有一切技術和資源，是時候
拿出更多的決心和承擔。
對此，特區政府需考慮加強與發展商和鄉事的合

作，因為只有攜手合作才能打破僵局。更何況在發展
中，特區政府無可避免地要加強與不同商業機構以及
鄉事力量溝通，互相理解，甚至合作。加強有關合
作，能進一步減少政府開支、項目風險、協商成本
等，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嶼山要發展，香港需要多方合作，需要以開放包

容和務實的態度做事，政府不能因為顧忌多多便踟躕
不前，不要過分相信官商勾結的離間之言。在實際操
作中，政府官員可以認真看待公眾憂慮，包括能否做
到公平、問責、透明、顧及持份者權利等，對此，特
區政府應當積極有為，必須將一切公開化、透明化，
以促進社會各界客觀理性討論，減少情緒性爭拗，擺
脫類似「官商鄉黑」之類猜忌煽情的羈絆。
筆者認為，過去兩年的立法會鬧劇應當結束，發展

大嶼山要擺脫無謂的政治糾結，需以更開放更包容和
更務實的態度，集思廣益，掃清發展的障礙。香港應
該撥亂反正，破除亂局，追求有利香港未來發展的改
變，這樣才能更好地進步，香港的未來才能更有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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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已成為社會公敵

言論、集會及結社自由
絕非沒有限制的，一些違
反本港法律的社團自然不
會受到法律的認可，不可
能依法成為合法組織，正
如從事非法勾當的三合會
不能公然正式註冊一樣，
這應該是大家都能夠理解

的法治常識。一個多月前，警方助理社團事
務主任建議保安局局長根據《社團條例》禁
止「港獨」組織「香港民族黨」運作，而陳
浩天近日的所言所行，更突顯了「香港民族
黨」的本質和宗旨確實是違法的，港府有必
要取締，以免該組織繼續為禍社會。
無論是國家憲法或基本法，均清楚列明香港

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鼓吹「港獨」亦
可能觸犯「煽動意圖」罪，而「香港民族黨」
黨綱第一條便已說明要建立獨立自主的「香港
共和國」，明目張膽圖謀分裂國家，煽動叛
亂，召集人陳浩天更加曾經揚言不惜以暴力流
血手段爭取香港獨立，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
去，在法治和政治上也是不容許的，所引致的
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社會學上有一個「破窗理
論」，意思是即使是很小的社會破壞，如果不
及時修補的話，會引致愈來愈多同類型的情況
出現，最終導致問題一發不可收拾。為了保障
國家安全、主權及領土完整，撥亂反正，防微
杜漸，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必須對「港獨」零
容忍，依法打擊！
「香港民族黨」因為主張違憲違法的「港

獨」，不會成功獲得註冊，是一個非法組織，
該組織為散播「港獨」而用盡所有可行手段，

包括擺街站派宣傳單張、大搖大擺殺入中小學
向學生灌輸「港獨」理念、非法集會等，種種
跡象顯示「香港民族黨」有實際行動推動「港
獨」，絕非反對派口中所講的「講下啫」，我
們絕不能視若無睹，輕忽縱容。
令人憤慨的是，「香港民族黨」及其召集

人陳浩天更公然勾結外部勢力圖謀顛覆國
家，包括應外國記者會邀請到其會所大放厥
詞，抹黑國家，唱衰香港，最近陳浩天更去
信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特朗普檢視「美國
香港政策法」及撤銷中國內地及香港在世界
貿易組織的身份，如此赤裸裸要求外國勢力
干預中國內政，嚴重損害國家與香港利益，
筆者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習近平主席說過：「絕不允許任何人、任

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
式，將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
去」，習主席更在去年來港主持香港第五屆
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亦再次清楚說明任何挑
戰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權威的行為，利用
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
線的觸碰，都是絕不允許的，在在顯示以習
主席為首的國家領導人對煽動分裂國家的行
為零容忍。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有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及領土
完整，香港回歸祖國21年來，關於國家安全
的法律仍未完善，觀乎陳浩天的惡行，相關
法律的立法工作可謂刻不容緩，有必要盡快
啟動！國家好不容易擺脫外國勢力的欺凌，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近在咫尺，任何
分裂國家、煽動叛亂者注定會被千夫所指，
在社會無立足之地！

郭芙蓉 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總監 葵青區議員

未來10年土地及房屋短缺
情況明顯，嚴重影響經濟及民
生，是目前政府施政工作的重
中之重，迫切要解決。房屋事
關民生大事，市民生活可以節
衣縮食，但不能無瓦遮頭或挨
貴租，影響生活質素。

特首林鄭月娥委任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就土
地供應的問題展開諮詢公眾，多聽不同意
見，爭取社會共識，是一件好事。故此，希
望政府在總結民意之後，有序推進方案，確
保房屋問題逐步得以解決。
解決土地短缺方法沒有獨步單方，必須多

管齊下、多元考慮。我認為，在適當地方填
海是早晚要做的事。 但是，填海只可以應付
10年後的需求。因此，應該考慮開發貼近市
區的綠化休憩土地，或者現有郊區棄置的農
地和棕地。我相信，這些土地可在短時間內
供建屋之用。香港有75%土地尚未使用或空
置，只用了不足7%作為居住用途。因此，從
綠化土地拿出5%建屋，已經足夠應付未來數
十年的需要。
現時有大量土地在私人發展商手上，政府

在研究開發這些土地的時候，總是害怕被說
是「官商勾結」。這種恐懼我覺得是不必要
的。因為發展計劃必須符合城規會的要求，
況且發展商在改變土地用途的時候，需要補
地價，完全不存在勾結。反而可充分利用閒
置土地，解決供應短缺問題，有何不可？應
該做的事，就不必害怕無理攻擊。否則，就

在無中生有的言論壓力下變成一事無成，影
響了改善民生的工作。
我覺得當今房屋供應緊張，一般階層要置

業是不可能的。未來十年公屋建屋量只有23
萬7千個單位，遠低於預算的28萬個；中產
階層現時也難以負擔昂貴樓價，工資上調遠
遠追不上樓價升幅。政府要設法協助他們上
樓安居。
我建議，香港房屋委員會應集中做出租公

營房屋；另一方面，調撥土地及資源給香港
房屋協會主力做資助房屋及居者有其屋，各
有分工，改變功能重疊的現象。
目前樓價飆升已經到了一個歷史高峰，可

謂「高處不勝寒」。儘管政府推出多項遏抑
樓市措施，樓價依然升個不停。小市民即使
覺得樓價「高不可攀」，但為了居住的需
要，仍然冒險入市，情況極不理想。萬一經
濟周期出現變動，首當其衝的必定是資產市
場。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力度防範樓市繼

續上升，另一方面亦要注意樓市健康穩步調
整，不要出現急升急瀉現象。政府要提醒市
民加強風險防範意識。
近期中美貿易戰對經濟的破壞力逐步影響

到香港的某些行業，首先是物流和商貿，其
次就是金融和旅遊業。政府必須做好應對措
施，防範這些行業受到衝擊，出現職位減
少、資產萎縮、金融不穩等現象。未來一段
時間將進入加息期，面對經濟景氣轉變和加
息的壓力，市民置業必須量力而為。

解決房屋問題刻不容緩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風雲」拍烏蠅 戴耀廷「投獨」博翻生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2018年8月29日，菲律賓海軍旗艦「德爾畢拉爾」號護衛艦
於當日晚上在半月礁擱淺被困。菲律賓西部軍區所有能動的船
隻已被派到當地進行評估、救回該受困船隻並安全拖回港口。
中國海警船隻和交通運輸部的「南海救115」船也已經趕到
出事海域待命參與救援工作，但菲律賓軍方希望通過自己的努
力來施救。從目前獲得的信息，該軍艦部分艦體受損，具體損
壞情況還在評估中，將決定是否可以順利救援。

菲軍「意外擱淺」損失大
這次擱淺的艦艇是菲律賓海軍的「香餑餑」，購自美國的海
岸警衛隊二手「漢密爾頓」級巡邏艦，滿載排水量不到4,000
噸。菲律賓一共購置3艘，並於2011年、2012年、2016年各
交付海軍服役，每艘改裝費用為1,500萬美元。這三艘「巨
艦」算得上是菲律賓海軍的「三大金剛」。
因此，這樣一艘軍艦擱淺也就顯得十分可悲了，讓菲律賓海
軍損失慘重。從道理上講，菲律賓海軍不會用一艘「全新」的
軍艦來坐灘登陸，真想坐灘也會找個即將退役和報廢的二手軍
艦或民船實施坐灘。真利用這艘「旗艦」坐灘半月礁，對於菲
律賓海軍來講有點「奢侈」，地主家本就沒有餘糧。因此，這
艘「不懷好意」的軍艦「意外擱淺」半月礁淺灘的可能性比較
大。
再來說說半月礁，這個礁盤是中國南沙群島島礁之一，自古
以來都是我國的固有領土，中國漁民稱為「海公」。因為這個
環礁東南部被淹，退潮也成口門，可進入300噸漁船。半月礁
以東是南沙海槽，與巴拉望島相望。這裡是良好漁場，錨地又
好，為中國漁民主要捕撈基地之一。環礁比較狹窄，由西北到
東南為5.5公里，寬1.8公里，東南有傾斜岩層露出，高出海面
3米，淺湖平均水深為27.4米，口門水深12.8米，湖底為珊瑚
沙。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半月礁是確定在中國南海的U形線範
圍之內，恰恰是U形線內的中國島礁和菲律賓的巴拉望島之間
海域劃分的中方重要島礁基點之一。但是半月礁又是長期無人
值守的島礁，中國雖然在上面設立過主權標誌，卻被菲律賓破
壞。
之所以說這次軍艦擱淺是「不懷好意」，就在於「德爾畢拉

爾」號護衛艦試圖在半月礁附近日常巡邏，並進入了半月礁
12海里領海之內才最終導致擱淺。由於「漢密爾頓」級巡邏
艦的滿載吃水深度在4到5米，因此不進入12海里就擱淺的可
能性很低，而半月礁附近的海域深度只有3米，這恰恰說明這
艘軍艦是在抵近半月礁後才擱淺的，這種行徑完全是踐踏了中
國的島礁主權，嚴重違反國際法的非法行為。就算不是有意擱
淺，但深入到半月礁12海里領海，對此，菲律賓一定要深刻
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肅性和嚴重性。
既然擱淺位置是在中國主權範圍之內，中國就有權利處置違
法船隻，但本着人道主義精神，中國還是希望菲律賓自己盡快
組織施救脫淺，同時願意為脫淺提供必要的協助。但可以肯定
一點，這艘軍艦不會重蹈仁愛礁那條破船坐灘的結果。
1999年11月，菲律賓軍方在擱淺仁愛礁得逞後，立即在黃

岩島繼續擱淺了一艘二戰時期的破舊坦克登陸艦，在中國政府
和軍方的多次警告下，菲律賓不得不在26天後拖走了這條破
船。相對仁愛礁而言，在當時，黃岩島距離中國大陸和西沙群
島比較近，菲律賓還是懾於中國的壓力不得不撤走。
2016年，菲律賓一條運輸漁船在美濟礁北方的五方礁擱
淺，中國政府再次嚴正要求菲律賓盡快拖走船隻。經過交涉，
菲律賓不得不放棄船隻，中國政府依法從中國島礁拖走並處置
了菲律賓坐灘的船隻，避免對當地的環境造成破壞。

不可能坐灘賴着不走
從目前形勢發展來看，半月礁就在美濟礁的南部，中國已經
完成了美濟礁的軍民融合改擴建工程，並建立了完善配套的
「南海突發公共安全事件應急救援體系」，比如，「南海救
115」等船隻就可以在美濟礁碼頭待命施救，一旦南沙群島附
近有應急事件發生，基於美濟礁、永暑礁、渚碧礁「大三角」
為基礎的南海應急救援體系就會立即投入使用，為中國、南海
沿岸國家以及途徑的船隻和飛機提供各類救助服務。
由此可見，擱淺在半月礁的菲律賓軍艦不可能長時間坐灘賴

着不走，中國海軍也不會答應。中國還是希望這艘軍艦盡快自
行離開，也可以本着人道主義精神提供拖船等救援服務，確保
菲律賓的「旗艦」能盡快離開半月礁。畢竟「五方礁模式」可
以適用於半月礁。

菲軍艦擱淺半月礁會重演仁愛礁事件嗎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