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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了5年，「非法佔中」案終於
作出宣判，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
明被裁定「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罪
成。除朱耀明外，戴耀廷、陳健
民、陳淑莊、邵家臻、張秀賢、鍾
耀華6人被裁定「煽惑他人作出公
眾妨擾」罪成。「佔中九丑」全部
罪成，說明公義儘管會遲到，但永
遠不會缺席，法庭的宣判向外界發
出了嚴正的信號，法治界線不容挑
戰，所謂「違法達義」完全是一場
騙局。

然而，「九丑」至今仍在企圖逃
避刑責，至於陳淑莊邵家臻之流除
了關心要否入獄之外，他們更憂
慮因入罪而失去議席。根據基本
法，議員若被判囚多於1個月，
並經立法會出席會議的議員三分
之二通過解除其職務，便會被立
法會宣告喪失議員資格。以兩人
的罪名，判刑超過一個月機會極
大，但反對派已經表明會反對議
案，在目前反對派擁有超過三分
之一議席的形勢下，看來要通過
議案不容易，這令到陳淑莊、邵
家臻放下心頭大石。
但同時，基本法第 79 條亦列

明：「未得到立法會主席的同
意，連續3個月不出席會議而無
合理解釋者」，亦會被宣告喪失
議員資格。但反對派隨即表示，
上屆立法會鄉議局議員劉皇發因
病而長期缺席會議，時任主席曾
鈺成接納劉皇發的請假，於是陳
淑莊、邵家臻便認為就算他們真
的入獄，甚至是超過3個月，只
要二人「照辦煮碗」向立法會請
假，主席將難以褫奪其議席，
「無理由有病可以請假，為公民
抗命入獄就唔可以啫」。
這種說法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

首先，反對派都認同，根據基本
法，立法會主席有權決定是否接納
議員的請假，主席可根據實際情況
作出決定，這是主席擁有的權力，
外人無從置喙。至於他們引用劉皇
發的例子，劉皇發當年請假是因為
染病，這是「不可抗」的因素。但
現在陳淑莊邵家臻是犯法，不是
「生病請假」，生病並非個人過
失，但參與違法行動因而被判罪
成，這當然是個人錯失，理應承擔
責任。

就算兩人真的可以請假過關，但
只要他們判囚超過3個月，5年內
都不能參與任何公共選舉，即是明
年兩人將不能尋求連任，公民黨及
「社工復興運動」的新人早已躍躍
欲試，兩人明年不能參選，恐怕議
會之路就此斷絕。他們以為搞出一
場「非法佔中」可以全身而退，不
過是痴人說夢，真正的審判和追究
現在才剛剛開始。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於4月9日出席
第二十一次中國-
歐盟領導人會晤，

提出16+1合作重點，探討雙邊貿
易與投資合作，促進中歐經貿持續
發展。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
2018年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81.1
億美元，歐盟對中國投資項目
2,425個，投資額達104億美元，
中歐雙向投資勢頭增速明顯。截
至2019年2月底，歐盟對中國投
資項目超過4.7萬個，實際投資額
達1,322億美元。拓寬歐盟對華投
資行業領域，加強中國對歐盟經
貿合作，可紓緩中美貿易摩擦壓
力，提升中國在世界經濟的競爭
力。
從歐盟政治格局的角度分析，歐

盟與中國經貿合作產生正向的影響
作用。英國脫歐對歐盟的經濟和民
生有一定負面影響，加上歐盟一些
成員國債務負擔沉重，而與中國經
貿合作可解決歐盟政治與經濟失衡
問題。今年5月是歐洲議會選舉，
英國脫歐問題仍糾纏不清，令歐盟
內部政治矛盾激化，阻礙歐盟國家
的經濟發展，給選舉工作帶來負面
影響。歐盟目前最急需解決自身的
經濟困境，而中國提出雙邊經貿合
作，正正提供歐盟發展的政經平衡
點，希望歐盟與中國經貿合作可逆
勢而上，制衡美國對歐盟的擺佈和
控制。

中歐16+1合作，達成中歐雙贏
局面，重塑新的博弈思維，深化兩
大經濟體戰略合作，中美貿易戰亦
令中國加速與歐盟經貿合作，為世
界經濟增長提供重要支撐，有助全
球經濟穩定走向復甦。

張思穎 民建聯
中央委員 青年民
建聯副主席 全
國港澳研究會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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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窮途 遠非末路
苦苦等待四年半之後，法律的裁決終於到來。西九龍裁判法院4月9日宣佈「佔中九男女」罪

成。裁決一出，轟動海內外。本港主流輿論多予肯定，法官在判詞中明確拒絕以「公民抗命」為

抗辯理由，得到諸多論者讚賞。筆者認為，此次判決對香港政局的後續影響，還須要時間加以觀

察，還須仔細分析與深入研判。箇中原由，說來有三。

陳少波 正思香港顧問公司總裁

其一，目前法官僅僅宣佈九男女罪
成，並未宣佈刑期。罪成之後，九男女
本人也好，為他們辯護的大狀也好，已
展開求情攻勢，黃媒更是極盡煽情之能

事，一邊大打悲情之牌，一邊大談和解之理。從違法
「佔中」至今，這些被判罪成的煽惑者們，何嘗對香
港社會之悲有過一絲同情的回應？何嘗對社會嚴重撕
裂有過一絲悔改之意？他們至今都沒有向被他們傷害
過的香港人道歉，沒有對遭到他們破壞的香港民主進
程道歉，更沒有對那些受到他們煽惑而以身試法淪為
炮灰的年輕一代說過一聲：對不住！

正義的句號遠未畫上
當年發動「佔中」時口口聲聲絕不抗辯，結果沒上

法庭就已百般狡辯，早說了將會承擔法律責任，而事
到臨頭卻忸怩作態。別再說什麼政治人物的承擔，這
群煽惑者，連做人的起碼誠信都無，竟然還擺出一副
為民請命的清高，實在令人作嘔。
以他們這種德行，西九龍裁判法院的刑期判決一

出，他們遲早將會上訴，甚至一直打到終審法院，時
日勢必持久。此外，當年48名預約被捕者中，其餘39

人何時接受法律的審判呢？因此，本周的判決不
過是一個小小的分號，正義的句號遠未畫

上，法律的較量仍在後頭，社會正義能
否真正得以彰顯呢？

「抗爭循環」或捲土重來
其二，「抗爭

循環」

並未真正被打破，反對力量並未式微，而是進入了蟄
伏期。社會運動具有循環發展的特性，建制派對於未
來政局可能面對的挑戰，必須保持頭腦清醒。

學者對社會運動的研究發現，一次大型社會抗爭，
不僅能夠積聚並引爆巨大的社會能量，即使以失敗告
終，這些力量也很可能沉澱下來，形成新的社會組織
和團體，再不斷積聚新能量，嘗試以各種新的社會議
題，直至碰撞出另一個更具爆炸力的議題，引爆新一
輪抗爭。這即為社運學界的「抗爭循環」概念。

違法「佔中」失敗之後，特別是法院在2017年、
2018年先後裁定黃之鋒等3人、黃浩銘等13人以及梁
天琦等入獄，暴力社運的違法成本終於呈現出來，不
管黃媒對反對派意見領袖如何美化、如何造神，反對
派的支持者都真切地感受到法律的震懾。
因此，過去兩年反對派始終無法組織起一場像樣的

大規模遊行，與其說是示威，實則示弱，街頭暴力抗
爭更近乎絕跡。在各種選舉中，反對派昔日的支持者
難掩失望，乃至絕望，不願出來投票，令反對派過去
屢試屢爽的選舉成功方程式失效。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反對陣營不過是步入窮途，

若論末路，恐怕言之尚早。在違法「佔中」末期及其
失敗之後，湧現出不少所謂「傘後組織」，不僅散佈
在部分社區，扎根運作，而且在多個功能界別中持續
冒起。「傘落」社區也好，「傘落」界別也罷，正是
「抗爭循環」的延續。
2015年區議會選舉和2016年選委會選舉，這些「傘

後組織」都展現出相當的動員力，不容輕視。這些年
來，他們不斷挑起新的抗爭議題，或者從市民身邊的社
區公共議題入手，或激化兩地矛盾、強化「本土」身份
認同，林林總總。近期，他們抓住特區政府修訂《逃

犯條例》之機，不分派系不論光譜，展開總動員，有意
在今年七一掀起一場大規模抗爭，就是試圖把香港帶
入新一輪的抗爭循環，重新陷香港於政爭動盪。

2013年，「佔中三丑」在九龍佑寧堂拉開「佔中」
戰幔；6年之後，在「佔中九男女案」判決前夕，他們
又一次齊聚佑寧堂，當然不僅僅試圖干擾香港的司法
獨立，更具有政治動員的強烈意味。

「公民抗命」留下抗爭隱患
其三，「公民抗命」不僅沒有走下神壇，未來甚至

可能演變成香港的「風土病」，給香港穩定埋下大
患。
諸多港媒之社論與評論，對於「佔中九男女」案法

官不接納「公民抗命」為抗辯理據，皆予以充分肯
定。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判詞強調的是「公民抗
命」必須合理合度，其潛台詞仍是認可「公民抗
命」，不過是要求「公民抗命也有界線」。
再看去年終審法院對「雙學三丑」案的終極裁決，同樣

肯定「公民抗命」，只是強調必須「和平、非暴力」。
可以說，此次西九龍裁判法院延續了終審法院對「公民
抗命」的認可，強調「公民抗命必須合乎比例」。
通過兩次法庭的裁決，一而再地肯定「公民抗

命」，將會對特區政府依法治港構成怎樣的挑
戰，將會如何塑造香港青年人的政治認知，
將會如何左右香港的社會運動議題？
這值得所有關心香港命運的朋
友們深思。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3月11日在
香港病逝。王先生與筆者一家人十分稔

熟，甚至可以說是看着我成長。王先生熱愛國家，對
青年工作很熱情，做事認真、堅持、勤力，是一位值
得尊敬的長輩。

王先生與我爺爺、父親都曾一起共事，特別是在中
華總商會，記得我爸爸擔任中華總商會第一任青年委
員會副主任時，王敏剛就是青委的委員。在我的記憶
中，自己經常陪伴爸爸出席中總的活動，因此，與當
時中總青委委員，如王敏剛、霍震寰、胡經昌等，都
比較熟絡。1992年我從美國回來，就是這批長輩給了
我很多好的意見，幫助打造了我的人脈網絡，並不時
就我個人的發展，給予中肯的意見。事實上，王先生
當年參與創立香港青年聯會時，就是他邀請我參加成
為青聯的委員。

王先生對於開拓商機的觸覺，十分敏銳。王先生是
上世紀80年代初首批前往內地考察及發展的香港人，
回到家鄉東莞考察後，決定投資額約2億元，成為首
批參與內地港口建設的港商。王先生投資的項目涵蓋

加工工業、港口、酒店、建築等多個領域，他不僅投
資參與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海港深圳東角頭的建
設，亦成功競標第一個南海探油項目。

踏入上世紀90年代，王先生在內地的投資重心由重
工業轉移到文化產業，率先於1992年投資開發西北文
化旅遊業，成為港商走進大西北的先行者、大西北旅
遊業的開荒牛。他在1993年毅然決定在當時仍屬荒蕪
之地的敦煌，出資1.5億元建立首間文化旅館──敦煌
山莊，正式展開其發展文化產業的旅程。
除了敦煌的項目，王先生過去投資開發的文化旅遊

項目，足跡已延展至西安、烏魯木齊各地，在內地
投資金額逾5億元。經歷20多年的歲月後，他投資
的項目逐漸獲得回報，隨着國家近年提出「一帶一
路」倡議，沿線基礎設施建設得到改善，讓他打算
在敦煌建立一座玄奘博物館，繼續傳播兼收並蓄的
中華文化。
王先生對國家教育及青年工作，更是不遺餘力。他

曾擔任全國青聯副主席、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會長、
香港青年聯會第二屆主席、香港培華基金會常務副主

席等，多年來熱心培育香港青年成長及促進兩地交
流。早在1982年，王敏剛與霍英東、李兆基、王寬誠
等熱心國家教育的工商界人士發起成立了「香港培華
教育基金會」，他擔任第一任秘書長及常務副會長，
籌集資金，逾30年來為內地舉辦了包括旅遊、石油管
理、工商管理、建築設計等逾500個培訓班，培訓了
逾萬名內地的專業和服務業人才。
王敏剛在香港回歸前，已經以廣東省代表團成員的

身份，參與全國人大代表的工作，在香港順利回歸的
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後，王先生又成為連任全國人大第八屆、第九屆、第
十屆、第十一屆、第十二屆及第十三屆的代表。
記得最後一次同他詳談，是今年3月2日，當時在香

港機場候機，看見他有點憔悴，與他談天，他直言身
體不適，這兩個月消瘦了數十磅。我當時還勸他不舒
服可以請假，他笑着拒絕，指為了履行代表的職責，
一定要上京。

我深深地懷念這位值得尊敬的長輩───王敏剛先
生。

緬懷我的一位長輩──王敏剛先生
張俊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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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丁權司法覆核終於有了裁
決。法官認為，新界原居民在私人土地

上建屋，受基本法第四十條保護。至於透過私人協
約，以及換地形式，在官地上建屋，則並非「傳統權
益」。法官的邏輯相當清楚，判詞第一一六段指出，
早在十九世紀末，英國向清朝租借新界之初，殖民政
府就清楚明白，原居民無須許可，即可在自己的土地
上建屋。即使後來殖民政府施加不同的條件和程序，
也未改變政策初衷。
由於港九是割讓地，新界是租借地，英國受到不同

的條約所約束，自然採用不同手法，處理土地業權問
題。事實上，從清末至今一個多世紀，即使在兩岸三
地不同政治、社會制度下，亦從未改變村民可在自家
農地上建屋的傳統。
和世界上其他傳統社會類似，中國鄉村亦與宗族、

血緣網絡重疊。因此，絕大多數村民都在原籍村落建
屋，以維持「聚族而居」的生活共同體。這一點，在
長期並行英式法律和大清律例的新界如此，在台灣如
此，在實行社會主義的內地亦如此。

在內地，相關精神和政策，就以人所共知的「宅基
地」來體現。在台灣，不分藍綠的閩南籍、客家籍政
治人物，在其島內祖籍地建屋者眾，外省籍人士則難
以辦到。相關權益的源流，在全中國都十分清楚，之
所以引起爭議，皆因城市向鄉村擴展，引起各種與土
地相關的合法、非法經濟活動。

近年特區政府推出「港人港地」，及多種設轉讓限
制的資助房屋，以求減輕市民置業負擔，主要是透過
不同折扣，給予地價補貼。從綠置居到首置盤，出售
對象必須具有香港永久居留權。而丁權涉及的法律身
份是祖籍地。正等於原籍東莞、深圳、惠州等地的香

港永久居民，甚或華僑，也可與原鄉村民共享土地及
其他資源一樣。

無論丁權案與訟各方後續行動如何，香港上下應形
成共識：尊重歷史與現狀，是為了向前看、向前走。
新界原居民和數以億計的中國村民一樣，有權聚族而
居。21世紀的中國村落，也有必要向高水準發展。特
區政府以公私營合作方式發展農地，合作對象可並不
限於發展商，也可以是村委會、鄉事會。公私合作成
果，並不限於豪宅，也可以是丁廈。

由基建先行帶動，將原居民手中包括祖堂地的農
地釋放，大量建造資助性房屋，惠及廣大市民。待
司法覆核塵埃落定，政府必須及時提出完整的新界
土地規劃、開發藍圖。去市場化的土地制度，才能
回到政策原點，讓房屋承擔更多社會功能，而非投
資功能。

釋放原居民農地 興建資助房屋
許楨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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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9日夜，日本航空自衛隊一架F-35隱身
戰機在太平洋海域墜毀，這是F-35戰機服役後的首次
墜毀，這對日本航空自衛隊是重大損失，對醜聞纏身
的美國航空業更是又一次重創。日本防衛相岩屋毅要
求航空自衛隊其餘F-35戰機「趴窩」（暫停飛行，待
查明故障後再復飛）。目前美日兩國正忙於打撈飛機
殘骸，卻不忘炒作，聲稱擔心中國和俄羅斯會搶撈殘
骸，以竊取這款先進戰機的機密。
F-35戰機的生產廠商洛克·希德馬丁，就是目前的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最反感的公司。沙納漢早就
看F-35不順眼，決定轉購已經過時的F-15戰鬥機。
這次墜機事件給沙納漢繼續貶低F-35戰機、停購提供
充足理由。
美國如今就剩下兩大航空巨頭：波音和洛馬公司，

波音已經因737MAX墜機鬧得焦頭爛額，洛馬公司又

出現主銷戰機F-35的重大事故。毫無疑問，五角大樓
的內鬥對美國航空業發展必然造成重大影響，也勢必
影響F-35戰機的全球推銷計劃。

這次訓練是四機編隊的戰術訓練，選擇在夜間進行
高難度訓練，則反映日本航空自衛隊期待這款戰機能
盡快形成全天候作戰能力，盡快接替超期服役、事故
不斷的F-15戰機。
但此次墜機事件凸顯了F-35的重大技術問題。

2018年，洛馬公司研製出F-35戰機專用的「戰機自
動防墜毀系統」，並作為附屬系統配備在F-35系列戰
機上。與波音737MAX增設的「自動防失速控制系
統」一樣，在此次墜機事件中，F-35的「戰機自動防
墜毀系統」也沒有發揮作用。
但有另一個說法指，F-35A戰機墜毀是正常現象，

只是洛馬公司把新型戰機的試驗對象，由美軍換成了

日本自衛隊罷了。
一款新型戰機從研製、服役到退役，分為兩大故障

區，就是常說的「澡盆效應」，兩頭大、中間小。剛
開始服役時，戰機的性能不穩定，小故障不斷，大故
障會摔機，這是正常現象。但解決這些大小故障
後，這款戰機就進入成熟階段，事故率大大降低。
如果在「澡盆底部階段」，一款飛機還是事故不
斷，只能說明這款飛機有天生的設計缺陷。在服役
後期，飛機的事故率也會增加，因為機體老化的緣
故。
希望美國和日本把精力放在查找F-35墜機的故障原

因，而不是指責中國和俄羅斯。美國更要把精力放在
如何挽回客戶的信心，而不是找各種借口推諉責任。
如果不能正視問題，美國失去的不僅是市場，還有航
空業龍頭老大的地位。

日本F-35A墜機再重創美國航空業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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