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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晚上，多個「港獨」組織舉行集會，
「紀念」3年前的旺角暴亂，聲言要「還原真
相，毋忘義士」。有「港獨」頭目聲稱，「勇武
抗爭」是「必不可少」的「抗爭」手段，更聲言
日後要以更激進的方式對抗政權。
「獨」派暴徒果然「還原真相」，「時聞香

港」女記者在現場負責新聞直播，令人髮指的
是，數名暴徒竟突然在直播進行50分鐘後，當
眾對她口出惡言，不僅無故遮擋「時聞香港」直
播鏡頭，更腳踢、推撞這名弱女子！
三年前，一群暴徒以「支持旺角夜市，守護本

土文化」為名，發動旺角暴亂，在長達九小時的
暴亂中，大批暴徒以自製武器及不同硬物襲擊警
員，並在多處地方縱火及破壞警車。事件共造成
過百人受傷，其中大部分為警務人員。暴亂中最
少5名記者被暴徒阻礙採訪及遇襲受傷，全部需
到醫院治理。尤令人髮指的是，暴徒掟磚追打警
員，手持武器施襲，有警員被磚砸中頭，頭部嚴
重受傷。網上流傳一段約七秒的片段中可見，一
名全無防暴裝備的便衣警員，遭數名暴徒以磚
頭、棍棒狂毆倒地，遇襲警員一直用雙手遮擋護
頭，惟無處閃避，遭暴徒繼續狂毆。

「獨」派暴徒歪曲事實，將暴力事件美化成
「革命」，將暴徒稱呼為「義士」，聲言要「毋
忘義士」、「為抗爭者平反」，顛倒是非，莫此
為甚。但他們卻用行動「還原真相」：暴徒絕非
「義士」。「港獨」分子稱暴徒為「義士」，這
是對「義士」兩個字的侮辱。

三年後的今天，暴徒為「還原真相」，更野蠻
欺凌「時聞香港」記者，彷彿回到3年前被襲倒
地的警員遭數名暴徒狂毆的一幕。這場「旺暴三
周年集會」活動本屬公開性質，「時聞香港」記
者當時一直默默直播該活動，其間並無做出任何
行為干擾、阻止、打斷活動的進行，卻被數名暴
徒腳踢、推撞！
暴徒欺凌記者，妨礙新聞自由，證明「獨」派

暴徒從未改過自新，從未放棄暴力，更從未尊重
香港人的基本底線，更無從談起維護新聞自由。
令人憤怒的是，記協竟然對這起欺凌記者，妨

礙新聞自由的惡劣事件置若罔聞，再次暴露記協
的虛偽和雙重標準。記協一貫袒護反對派和「港
獨」分子，對建制派人士被侵犯人身自由、對政
府官員被無理滋擾從不發聲。例如專欄作家屈穎
妍因撰文發表個人意見而收到死亡恐嚇，多個團
體發起「撐言論自由」的遊行。記協在屈穎妍被
恐嚇會滅門案中，沒有發表聲明譴責，也沒有參
與「撐言論自由」的抗議遊行。

黎智英出席一個集會時，公然用粗口辱罵恐嚇
在場作正常採訪工作的記者，不僅嚴重侵犯新聞
自由，更涉嫌刑事恐嚇，但事件發生後記協一直
噤若寒蟬。
香港外國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演講宣「獨」，記協立即發聲明聲援，更於
記協年報記者會上大聲以「新聞自由」及「言論
自由」，為「港獨」分子陳浩天保駕護航，儼如
其「新聞代言人」。

記協的雙重標準極其偽善，違背了作為新聞從
業員團體的操守，應受譴責。

柳頤衡

國歌與國旗、國徽同屬憲法規定
的國家象徵，承載着全國人民的情
感寄託，喚起大家的愛國情懷，更

讓外人聞歌如訪其國親其民。特區政府制訂《國
歌法》，市民尊重國歌，屬理所當然，也是憲制
責任。只要心中無「鬼」，不存歹念，對國歌法
立法又有何懼？

大部分國家都制訂了《國歌法》，其目標和內
容雖不盡相同，但有兩個共通的基本點，一是指
明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並且透過指引性條
文讓市民尊重國歌，規範其奏唱；二是就一些公
開及故意侮辱國歌或不當使用國歌的行為訂立罰
則，以維護其尊嚴；對故意侮辱國歌、挑弄民族
仇恨的行為，必須依法懲治。因此，《國歌法》
不常用，但必須備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指出，《國歌

法》的立法精神並非強迫市民愛國並作出懲罰，
而是提倡尊重國歌，但故意侮辱國歌，則不能完
全沒有後果，所以才對有關行為設定刑罰。

需強調，國歌莊嚴神聖，當奏播國歌時須肅
立，不能胡鬧嬉戲，或作出輕浮的失禮言行，這
是常識，更是作為國民，特別是從政者的應有之
義。可惜，反對派故意對《國歌法》製造恐懼
感，聲稱可能會「動輒得咎」，隨時會觸犯法
律，更指會「箝制言論、集會自由」、「以言入
罪」、「強迫洗腦」。但正所謂「心中無鬼不怕
鬼」，如果本身堂堂正正，規規矩矩，尊重國
家，根本不會在奏唱國歌的場合做出抵觸法律的
行為，又有什麼可「恐懼」、「疑惑」？
尊重國歌非小事閒事，公然「噓國歌」、做出

丟人現眼的不文明舉止，都不可能是「無心之
失」，而是刻意遊走法律灰色地帶的精心部署，
若負上法律責任，不是「動輒得咎」，而是「咎
由自取」!
說到底，反對派千方百計反對《國歌法》立

法，背後思路有二：一是對香港政治發展和民主
前途欠承擔，堅持對政府法案「為反對而反
對」；二是他們抗拒國家民族身份認同，拒絕與
內地融合。
大多數國家都已制訂《國歌法》，國歌的曲

譜、歌詞充分體現該國的歷史、政治、社會、文
化。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即中英美法
俄的國歌： 《義勇軍進行曲》、《天佑吾
皇》、《星條旗永不落》、《馬賽曲》和《俄羅
斯聯邦國歌》，都開宗明義指明國家的發展方
向，引導人民愛國。

在中國，《義勇軍進行曲》是在國家民族飽受欺
凌、瀕臨生死存亡關頭創作出來的，全曲體現不屈
不撓的民族精神，港人對此感受良多。任何人對國
歌不知尊重珍惜，枉為香港人，枉為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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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橋一鐵」人流效應帶給香港新年賀禮
「一橋一鐵」這兩項大型基建通車後首個農曆新年，出入境人次都創通車以來新

高，為香港踏入新一年帶來兩地融合新里程的賀禮。兩大基建帶來人流效應，反映兩

地融合更緊密。香港今天的形勢正如王志民主任所說，是「風更清、氣更正、人心更

齊」。中央即將公佈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香港機遇更大。社會各界應更積極支持林鄭

特首及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集中精力搞好經濟民生，迎接新中國成立70周年。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農曆新年三天假期共有超過300萬
人次經海、陸、空各管制站進出香港，
較去年同期上升約22%，其中，近40
萬人次經港珠澳大橋出入境，高鐵西
九龍站就有近27萬人次出入境。

「一橋一鐵」兩大基建帶來強大人流效應
「一橋一鐵」兩大基建帶來強大的人流效應，

不僅實現了「安全、便利、有序、通暢」的預期
目標，更帶動了兩地人流、物流，成效明顯：大
批內地旅客訪港，吸客效應大爆發，不僅有力支
持了香港的旅遊零售消費市道，丁財兩旺，更方
便兩地商務旅客發展商機，工商百業都可受惠；
香港真正實現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做到全
國互聯互通，便利港人到內地工作、生活，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不少港人便趁新春期間，借大
型基建之便到內地探親、旅行，體驗到國

家為港人敞開發展大門的紅利。
「一橋一鐵」人流突破預計創新

高，基建工程為本港經濟民生
注入新動力，兩地融合

更加緊密，港人
亦越來越

明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乃大勢所趨、機遇所
在。「一橋一鐵」大型基建工程的人流物流效
應，既拉動本港經濟增長，更提升香港在國家發
展的戰略地位。香港積極挖掘大橋、高鐵促進融
合的效應，把握好大灣區促進兩地融合的機遇，
香港更能盡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紅利。

王志民三「好」揭示香港發展新態勢
習近平主席2017年「七一」期間親臨香港出席

回歸20周年慶祝活動並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為香
港發展指路引航、加油鼓勁，帶動香港形勢發生
重大好轉。「一橋一鐵」效應令人鼓舞，這既為
港人在新一年提振士氣，也再次凸顯香港穩中向
好的良好態勢。正如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最近在新
春酒會致辭時所說，香港社會形勢在2018年發生
明顯積極變化，是「風更清、氣更正、人心更
齊」的一年，並以三個「好」形容香港的新形
勢：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同胞的深厚情懷，引領
香港形勢持續穩中向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管治成效好；香港社會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態勢好。王主任以三個「好」
揭示香港發展新態勢，港人只要順勢而為，擁抱
機遇，用好國家在軟硬件的支持，未來定能繼往
開來，開創新局。

國家去年先後推出便利港人內

地居住工作的港澳台居住證、港人個稅豁免年限從
5年延長至6年等措施，廣東省政府去年年末進一步
推出港澳居民在內地工作生活更便利的新政。促進
港澳居民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政策陸續推出，
顯示國家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中央很快就要公佈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香港與內地各方面聯繫更加緊
密、更加密不可分，機遇只會源源不絕。

與國家攜手前行 貢獻國家造福港人
我們的國家今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70周年。香港

在新征程上，更須以新姿態抓住新機遇，迎接新發
展。香港出現穩中向好的積極變化來之不易，兩地
融合為香港乘勢而上締造良好條件。在新的一年裡，
香港要發揮好「一國兩制」最大優勢，一方面更積
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大灣區重大機遇，
使用好大灣區就業、創業、營商等方面的便利，突
破舊有框框，促進大灣區的人員、生產要素對接
流通；另一方面，支持林鄭特首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排除干擾，支持各項利好經
濟民生的項目，提高發展效率，
與國家攜手前行，貢獻國
家，造福港人。

我們屋苑負責管理的經理周小姐
靜悄悄地離職了。周小姐在屋苑工

作了30年，我作為業主立案法團的委員，收到
法團主席的電郵，通知管理公司已找到適當人選
取代周小姐，要委員確認。後來我去信管理公司
和法團，信中指出：「我當時不在香港，以為是
管理公司的決策或到年齡退休的安排，因為我們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便回答贊成。前日我問主席
時才知道，有委員與管理公司半年前有就周小姐
的職位討論。近日主席與公司代表、兩位業主討
論，並作出決定另聘人代替周小姐，且已付諸實
行。然而直到現在委員會都未有開會交代此
事。」
「周小姐在我們屋苑管理公司任職經理，工作

超過20年（我住了近20年），如果要辭退，應
該有一定程序，起碼與業主立案法團的委員討
論，不可能由個別人私自決定去留。對於一位老
員工，也應該仁慈些。我不明白其中出了什麼問
題，要如此秘密地私了，以最無情的方式處理，
按照勞工法例是不能接受的！我作為屋苑的住
客、業主、法團委員，面對如此不近人情、不依
正當程序的做事方式，有違公共事務管理公開、
公平、公正的原則，實在不能茍同。希望有關人
士在委員會交代，並且作出補救行動。」

法團委員責任重大
但是，我的質疑一直沒有得到回覆，我問業主

立案法團主席為什麼會這樣，他說因為有幾位業
主去管理公司投訴周小姐。我問為什麼不經過法
團開會討論，主席說：「因為事件較敏感，不想
麻煩各委員。」我表示，那是我們的責任與權
利。就像選舉，不能說不想麻煩大家，就代表我
投票！我因此辭去業主立案法團委員的職務。

事實上，屋苑內有少數業主為養狗的問題鬧得不
可開交。按照公契，屋苑不准養狗。本來管理處採
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後來採取折衷辦法，
登記已養的狗隻，不准再有新的狗隻。但是，反對
養狗的業主認為，養狗違法，應立即處理，並把法
團告上法庭，更聘請了資深大律師。即使法庭作出
裁決，管理處還是難執行，導致官司糾纏不休，所
有業主因此花了幾十萬元的律師費！周小姐被夾在
中間，可能得罪了一些人。

無獨有偶，我們屋苑隔鄰的居屋有4,000戶，
人口過萬，不論在處理各持份者、涉及工程及屋
宇管理各方面，都極為複雜，法團委員的法律責
任也很重。可是，法團委員多數是管理門外漢，
不但沒有經驗，當選後也沒有受過專業培訓，沒
有意識到潛在的風險！更糟糕的是，擁有過萬人

口的屋邨是選舉票倉，乃政黨必爭之地。當涉及
政治利益，便沒完沒了地相互攻伐，政黨不斷勞
師動眾開臨時會員大會，向管理方找麻煩，甚至
動輒告到廉政公署，對於屋邨的普通市民而言，
實在是把他們置於意想不到的險境！

法例不足執行不力
由於業主立案法團的委員缺乏管理公共事務的基

本知識及經驗，往往決策時未能顧及後果。例如我
們屋苑去年的管理費，出現不小的赤字，原因是各
種支出都加了價，例如最低工資的調整等，但開會
時有委員反對加管理費以彌補赤字。我當時就指出，
既然費用已支出，不加管理費讓赤字積壓，將來靠
誰償還呢！後來調整了管理費。
樓宇舊了要維修，例如喉管、電線、窗戶、電

梯等等，可是總有人反對，結果樓宇日益殘舊，
不時出現意外，例如電梯失靈、爆水管等，只能
作臨時的小修補，未能全面維修，可法例並未規
管樓宇管理者的責任。一旦發生意外，例如窗戶
掉下街造成死傷，樓宇業主的法律責任及賠償金
額是難以估量的。
總的來說，目前香港關於樓宇管理的法例及其執

行不足夠，把責任放在一般市民身上是不負責任的。
政府要做好配套，給予支持，才能達至有效管理。

Mission Impossible──評業主立案法團的管理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農曆年假結束之際，美國傳
來消息，總統特朗普原定2月底與
國家主席習近平召開高峰會議，現
在要推遲。較早前，國務院副總理

劉鶴一行數十人抵達華府，舉行自去年12月
初、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習特會」以
來，中美層級較高亦頗受矚目的貿易投資談判。
自去年中美貿易摩擦開展以來，本欄再三強調，
北京哪怕在關稅領域付出一定代價，也要將相關
問題的解決時機，選定在2019年第1、第2季之
交，而非2018年第3、第4季之際，此舉既符合
中方利益，也對應了中美未來中短期的政經走
勢。
箇中關鍵，就在於從2018年過渡到2019，共

和黨在中期選舉的表現，縱然超出預期，但特朗
普逐步受制於國內政情變化，又實屬必然。畢
竟，民主黨以微弱多數，重奪眾議院主導權。此
外，自2018年秋天起，美國證券市場再次尋
底，對特立獨行的白宮主人，造成原本並不必要

的心理壓力—─以道指衡量施政得失是特朗普原
創，如今求仁得仁。

進口美產品有利中國
當北京與華府進入恰當的談判窗口期，亦即本

欄一直強調的2019年首季，中國方案的「天花
板」，就是大舉進口美方產品──大豆、玉米、
大米、石油、天然氣，並將之作為國家戰略儲
備。有意思的是，上述可作中長期儲存的物質大
量進口，固然有利提振美國眼前經濟，長遠而
言，卻更有利於中國社會穩定、發展平穩。
此外，中方的底線，或曰「地板」，就是盡速

降低四大戰略產業─—金融、能源、電訊、航空
的准入門檻，但開放終究有限制、有限期，以維
護中國企業和消費者的權益，並以符合國家發展
所需為原則。只要中方延續去年的應對策略—─
依此「天花板」與底線，構成路線圖、時間表步
向談判桌，無論最終美方會否還價，中國經濟、
企業，乃至個人的損失與風險，都尚算可控。

最終，無論中美談判進展為何，談判桌兩端避
免了強弱懸殊、高下立判。可以說，自2017年
始，特朗普逐步升級對華施壓，中國已捱過最艱
難時刻。所謂「強施壓」的打法，已逐步破功。
此外，如若下一輪美方高級代表團訪京，而談判
進展放慢，屆時美國證券市場將受到的衝擊，不
見得比A股、港股要小。

中國堅守底線 伺機反擊
既然，美國最有實力的兩大貿易談判對手─—

中國與歐盟，一致認為在2017、2018年，連捱
兩年關稅，始終算是先苦後甜。2019、2020
年，特朗普面對的政經壓力，只增不減，中歐留
前鬥後的戰略就講得通。
因此，筆者從來不認為特朗普的鷹式作派，能

夠對世界大局掀起多大風浪。只要民主黨、北
京、布魯塞爾避免嚴重出錯牌，各方總有自保之
力、制衡之法、反擊之機。這個時刻固然不會輕
易到來，卻明顯地越來越近。

留前鬥後先苦後甜 中美談判之勢互易
許楨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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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自2009年起推出長者醫
療券，鼓勵長者轉用私營醫療服務，

至今吸引逾95萬名長者使用過。然而，小朋友的
醫療開支對不少家庭也會構成重大經濟壓力。筆者
一直建議政府可參照長者醫療券計劃，增設兒童醫
療券計劃，減輕青年家庭的經濟壓力。
近期，本港有不少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被流感

攻陷，小朋友因長時間一同相處，他們生病時增
加互相傳染的機會，並因患流感而入醫院。每當
流感高峰期時，公立醫院急症室輪候時間都非常
冗長，內科住院病床佔用率經常超過100%。兒

童的醫療開支一直是青年家庭的一大負擔。推行
兒童醫療券有助減輕家長的財政壓力，亦可將公
營醫療的需求轉移部分至私營醫療體系，減輕公
營醫療體系同事的壓力。
實際上，長者醫療券已經推出多年，運作系統

一直行之有效，如政府將計劃推展至兒童在技術
上不會有太大困難。當然，長者醫療券的適用範
圍亦有其可作修訂的空間，但政策工具的原則及
理念是社會各界支持及認同的。
再者，推行兒童醫療券可令兒童生病時及早求

醫，令病情不會持續惡化，提升了整個社會的健

康水平。同時，也減低了市民之間
互相傳染的機會。
因此，筆者期望政府可參照長者醫療券計劃，盡

快增設兒童醫療券計劃，每年向每個兒童醫療券戶
口注資2,000元，這既可減輕青年家庭的經濟壓力，
令兒童的醫療有更大的保障，亦可以促進公私營醫
療體系之間的合作。同時，在「錢跟人走」的概念
下，兒童醫療券為家長提供了更多選擇，讓小朋友
可選擇社區內私營醫療服務，提高醫療服務便捷度
及推廣家庭醫生概念，計劃也有助紓緩醫管局普通
科門診服務及急症室的壓力。

政府應盡快推兒童醫療券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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