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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快將開學了。但一些走極端的政
治組織，則在想方設法搞罷課。那些走
極端的組織，利用心智還未成熟的學生
來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極其
可惡和不負責任的做法。

據報道，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已與有關
學校的校長、教師積極想辦法，阻止罷
課發生。依我的看法，要有成效，關鍵
是要靠教師的專業精神，家長的配合和
大眾的良知。任何時候都絕對不應把齷
齪的政治帶進學校，因為學校是世界公
認的學習和接受教育的神聖地方，不是
搞政治鬥爭的地方。
我曾經發表文章指出，「長期以來，

香港的教育沒有把重點放在強調和平、
愛國教育方面；因此，香港有部分的大
學生對中國缺少認識、認同和情感不
深。加上長期受西方文化影響，偏向崇
拜西方的東西和價值觀。例如西方的民
主、人權等，脫離了香港和內地的實際
需求。香港的大學教育，在這方面可以
說是頗失敗的。」 但我們也要看到，
大多數到外國留學的內地學生，雖然也
受西方文化影響，但他們都反對香港極
端分子的做法。為什麼內地學生能明辨
是非，而香港的大學生却表現得如此差
勁和無知呢？其中原因，的確需要香港
的教育工作者好好思考和解決。
現在香港應怎樣幫助迷失方向的大學

生呢？
我認為，大學的校長首先要讓學生清

清楚知道，現今是全球化時代，香港是
多元化城市，必須要有包容心，不能用
暴力的手段欺凌和壓制任何人；要讓學
生明白邪不勝正是永恒的真理，只能以
理服人，才是正道；更重要的是，對於
被別有用心的人誤導而迷失方向的大學
生，學校應予面對面的勸導和幫助，不
要讓他們繼續被人利用，以免越來越暴
戾，陷入「仇恨犯罪」 (Hate Crime)
而不能自拔，更不能讓「仇恨文化」在
大學校園和社會散播；校長們要主動與
學生多溝通、多對話、多分析中國和世
界的發展形勢，用開放和講道理的方法
引導學生，讓他們理性思考，客觀分析
問題，認識中國的發展現狀，解開迷惘
心結，讓學生們知道怎樣尊重別人，不
要心浮氣躁。

徐是雄 教授

最近有消息指沙田第一
城的管理公司擬推出保安
智能系統取代原本的管理

模式，包括引入「人面識別電視監察系
統」、「門禁系統」及「訪客 QR
code系統」，藉此解決保安人手不足
及提升大廈的保安系統服務質素。有住
戶因此關注涉及個人私隱問題，據聞一
度最多有約300人聚集及包圍社區會堂
表達意見。
早前亦有市民對政府試行智慧燈柱表

示關注。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解
釋，智慧燈柱乃2017年提出的《香港
智慧城市藍圖》計劃之一，旨在配合
5G發展，計劃推出前已經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和區議會，細節已反覆討
論，亦一直有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溝通。該批燈柱將用作監察交通、空氣
質素、天氣狀況及非法傾倒廢物等各種
情況，燈柱亦會用作5G通訊基站，為
日後的網絡升級做好準備。
然而仍有市民質疑燈柱設有全景攝

影機，可記錄周圍環境及行人動向，
擔心會被用作監控及出現侵犯個人私
隱的問題。政府後來也快速回應，暫
緩使用燈柱的部分功能，如監察非法
傾倒廢物黑點、收集車牌號碼用以統
計車流量等。
現時在公眾地方、商住大廈的公共範

圍，使用閉路電視作保安用途（例如監
視盜竊、高空擲物等）非常普遍。很多
機構（例如銀行、百貨公司等）也一直
有使用閉路電視作監控保安等用途。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有就如何

負責任地使用閉路電視作出指引，建議
資料使用者（包括機構和個人）在使用
閉路電視前應進行私隱影響評估，以確
定安裝閉路電視監控系統的需要性及適
當性。並必須遵從《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中保障資料原則的各項規定，包
括須以合法和公平的方式收集個人資
料，而收集的資料是有實際需要而不超
乎適度；確保持有的個人資料準確無誤
及資料的保留時間不應超過實際所需；
確保個人資料不會未經授權或意外地被
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使用；須公
開其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和行事方式，
包括持有個人資料的類別和用途。
隨着人工智能、大數據應用、數碼科

技等急速發展，很多國家及地方積極向
智慧城市發展。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
一直被詬病在科技發展及應用方面落後
於歐美、內地及鄰近的新加坡、韓國。
香港不能故步自封，必須急起直追，在
科技及數據應用與規管之間取得平衡，
只要規管得宜、防止濫用，充分利用科
技，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及香港的競爭
力。

錢偉倫 香港國際數據
保障學會創會會長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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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和機場不能成為暴徒庇護所
香港地鐵和香港機場必須在暴力面前，執行《香港鐵路附例》和《機場管理局條例》賦予

依法維持正常秩序的職能和權力，依法承擔起維護公共安全的責任，與警方全面合作，充分

運用法定的權力，盡力制止港鐵和機場範圍內的非法活動，對於暴徒的破壞行為，更要及時

報警處理，以確保港鐵、機場的正常運行秩序。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反修例暴亂已持續兩個多月，香港
被搞得烏煙瘴氣，面目全非。蒙面暴
徒有恃無恐，氣焰囂張，不僅因為有
「外部勢力」公開撐腰，更得到「內
部勢力」明縱暗助，「內部勢力」除
了機場管理局，港鐵亦赫然在列。

8月21日晚在元朗站，激進示威者託詞元朗站打
人事件發生一個月，先是有一批穿黑衣、戴口罩的示
威者在站內非法集結，堵塞通道，影響乘客的正常進
出。入夜後暴徒露出真面目，以燃燒彈、滅火筒、倒
油等不同方式挑釁警方，並在站內大肆破壞。暴徒擾
攘三個多小時，港鐵高層全程不僅置身事外，更派出
免費列車，讓暴徒堂而皇之地逃遁，躲過警方的緝
捕，堪稱「暴徒專列」。

阻止警方救被毆傷者
過去兩個多月，每次暴徒鬧事後都堂而皇之搭
乘港鐵離開。暴徒採取「分區遍地開花」、

「集體運輸系統快速運輸搞事者」的游
擊戰策略，令警方疲於應對，是港

鐵為暴徒提供極大方便。港鐵
不嚴格執行附例，不追究

暴徒搗亂港鐵的
法 律 責

任，不配合警方執法，更有甚者，暴徒為免留下行蹤
證據，紛紛跳閘入站，港鐵全無阻攔。

港鐵作為本港最重要的公共交通服務的提供者，
更是由特區政府絕對控股（佔有76%股權）的公營
機構，竟然如此縱容暴力，任由暴徒在車站範圍內為
所欲為，最後還「協助」暴徒逃離現場，港鐵高層究
竟扮演了什麼角色？
同樣，機場管理局庇護暴徒也堪稱天下奇聞。香

港機場在8月13日發生了非法禁錮、毆打《環球時
報》記者付國豪，以及深圳旅客徐錦煬的事件。兩名
內地居民被禁錮毆打，暴徒卻阻止醫護人員將他們送
院搶救，傷者被困機場逾五小時。
為什麼第一位遊客被禁錮近四個小時後，才見香

港警察現身？是香港警察反應速度慢嗎？非也，香港
警察接到報案後馬上到達機場，竟然被機場保安攔住
了，連門都進不去。機管局作為機場秩序的第一負責
人，在機場公共秩序的維護上責無旁貸，但令人驚訝
的是，機場管理局對暴徒採取了姑息、縱容的態度。

違相關條例可罰款監禁
在多次示威者圍堵機場的行動中，基本沒有看到

香港機場自身安保力量出現在相應區域，去行使維持
秩序、阻止暴力行徑的正常職權，就算有，也是要麼
和黑衣人有說有笑，對違法行為熟視無睹。在反對派
發起的所謂「8·5大罷工」中，機場有超過3,000人

請了「病假」，令人質疑機管局為機場員工參與癱瘓
機場行動大開方便之門。

《香港鐵路附例》和《機場管理局條例》賦予港
鐵公司和機場管理局依法維持正常秩序的職能和權
力。《香港鐵路附例》規定，對於在港鐵範圍內擾亂
秩序及破壞設施的違法者，可以罰款1,000到5,000
港元，並監禁3到6個月。
《機場管理局條例》規定，禁止或阻止在機場區

內造成妨擾；確保在機場區內的人或指明類別的在機
場區內的人的安全。根據香港法例第494章《航空保
安條例》第15條「危害機場的安全」：「（1）任何
人利用任何器件、物質或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
故意在服務國際民航的機場內作出任何暴力行為，而
該暴力行為──（a）導致或相當可能會導致死亡或
嚴重人身受傷；及（b）危害或相當可能會危害該機
場的安全運作或該機場內的人的安全，該人即屬犯
罪。任何人犯本條所訂的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
罪，可處終身監禁。」

香港地鐵和香港機場必須在暴力面前，
執行《香港鐵路附例》和《機場管理
局條例》賦予依法維持正常秩
序的職能和權力，確保港
鐵、機場的正常運
行秩序。

東風-17這款新型高超音速機動助推滑翔導彈，最
近頻頻曝光，其兼具高超音速、滑翔可變彈道兩大高
新技術，能夠規避突破敵方防空反導系統，與東
風-21D、東風-26一起成為解放軍「航母殺手」的
三劍客。這預示，中國對於東海、台海和南海的控制
力大增，以至形成對某些超級大國的不對稱優勢。聯
繫到最近中國禁止美國兩艘軍艦到香港補給，可以說
明特朗普政府打什麼「香港牌」、「台灣牌」，都只
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中國航太科技集團公司近日展示東風-17新型導彈

的演示動畫，透露其射程達2,500公里，大約只需
10分鐘即可到達第一島鏈外延海域。尤其令國際軍
事專家瞠目的是，東風-17為目前世界上第一款可用
於實戰部署的高超音速滑翔導彈，對有反導彈武器保
護下的敵方目標具備難以抗禦的殺傷力。其飛行速度
可超5倍音速，在進入大氣層邊緣時憑滑翔狀態，進
行變軌，從而產生多樣化的複雜多變的飛行軌道，提
高了隱蔽性與獨立性。敵方導彈防禦系統的雷達很難
對其軌道進行預測，因而幾乎無法攔截。
當下，不僅在東海、台海和南海，以至在第一島

鏈外軍航母群熱衷出沒的熱點海域，都在解放軍東
風-21D和東風-26的有效打擊範圍內，再有東
風-17加盟，中國周邊海域的敵對目標打擊也只是

10分鐘的事情。你說厲害不厲害？
聯想到近日特朗普對香港問題說三道四，不是很

可笑嗎？中美貿易戰打了一年多，中國是受到傷害，
但是中國挺得住。今年頭七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
1.15萬億元，擴大11.1%。從2018年7月美國首次
加徵關稅到2019年6月底，美國對華出口大幅下降
330億美元，佔總出口的21%。還有，前7個月中國
對歐盟、東盟、日本等主要市場進出口均現增長；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長更強勁，表明中國對美出
口受阻之際可積極尋找替代市場，中國在全球貿易順
差為3,102.6億元，按年擴大79%，展現不可壓制的
後勁。於是，特朗普又再次不得不說話不算話。他突
然推翻自己在大阪的承諾，說要對3,000多億中國進
口貨加稅，然而一個多星期後他又突然宣佈推遲。特
朗普為什麼推遲？當然是現實使他知道這一招「極限
施壓」傷己更甚。

2019是中美翻篇之年
筆者判斷，2019年將是中美力量對比的翻篇之

年，中國將挺過美國的發難，挺過這場貿易戰並獲得
更大的發展能力。
首先看東海，自2012年日本政府宣佈將釣魚島

「國有化」，中國設立了東海防空識別區第一時間展

現軍事控制力，接着中國執法船進入釣魚島海域常態
化巡航，改變了過去日方單方面控制的局面。之後，
中國在南海神速填海，打造出三艘永不沉的航母，互
成犄角，並與西沙和海南島南北呼應，有力控制了南
海三百萬平方公里海域。同時，中國的軍艦和軍機不
斷突破第二島鏈，並對台灣海峽繞島航行飛行，以最
具體的軍事行動表明美軍的所謂島鏈封鎖戰略完全瓦
解了。

相反，美軍在東海，台海，以至南海的行動，卻
受到解放軍的威懾。這些來，美軍不論是航母到南海
「自由航行」，還是驅逐艦過台海，每每都第一時間
被中國軍艦跟監。最近的一次，中國海軍的驅逐艦還
壓在犯境的美艦航線前面50多米遠，逼其改變航行
方向。這種新的軍事態勢，是十年前不可能發生的。

國際軍事家認為，中美軍事實力評估，總體上美
軍還是佔優，但是在中國周邊地區，美軍則沒有優勢
可言，解放軍「航母殺手」三劍客甚具無形的威懾
力。特朗普政府新批總值超過2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
案，還準備再賣80多億的F-16V型戰機給台灣，但
是這無改解放軍碾壓式軍事優勢。
中美角力大變局，看的就是實力。美打「台灣

牌」也好，打「香港牌」也好，是會給中國添麻煩，
但是絕對改變不了中國和平崛起的大趨勢。

特朗普打「香港牌」竹籃打水一場空
劉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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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的法案，出售66架F-16V
「毒蛇」戰鬥機給挾洋自重的蔡英文當局。
F-16V是標準的三代機，與美國主流戰機和解放

軍主力戰機差了整整一代，但蔡英文當局花四代機的
價格買即將淘汰的三代機，把台軍當傻子，把台灣的
納稅人當冤大頭。蔡英文還樂此不疲，因為花大錢買
戰機事小，討好美國主子交保護費事大。
不要說購買F-16V戰機，就算美國出售F-35B戰

鬥機給台灣，也是解放軍的靶子。蔡英文叫囂的「改
變兩岸軍力平衡」，絕對是「癩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氣」。

美國希望蔡英文當局能把台灣防務預算再提高
0.5%，這樣每年就可以多出50億美元來孝敬美國。
但這可苦了台灣的納稅人。台灣經濟本來就不好，沒
本事拚經濟還窮兵黷武，討好美國，更顯蔡英文無能
事。
蔡英文瘋狂軍購，也是為拉攏「台獨」選票。選

票就是蔡英文的命根子。蔡英文購買的大量垃圾武

器，能否「改變兩岸軍力平衡」並不重
要，重要的是，擺出一副「決戰」和
「台獨」的架勢，騙取更多「台獨」選
票，這才是蔡英文真正的目的。
特朗普已經三番五次向蔡英文當局售

賣武器裝備。特朗普有求，蔡英文必
應，蔡英文當局已淪為特朗普的「自動
提款機」。美國拼湊一些淘汰的武器給
蔡英文當局，蔡英文當局只能照單全
收，還不敢說不好，不敢說垃圾。特朗
普還通過一系列立法，把對台售武常態
化，已經嚴重挑釁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觸及到中
國大陸的底線。

對此，大陸加強對「台獨」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準
備。針對域外「台獨」的勢力，大陸制裁售賣武器
裝備給台灣的美國公司，將其列入到不誠信實力名
單中。同時，解放軍制定、實施反制軍事手段，例
如進行利用反艦彈道導彈對大型水面艦艇實施毀滅

性打擊的演習，演習針對的是誰不言而喻，不妨對
號入座。
解放軍近期強化在兩大戰區的大規模聯合軍演，

演練的假想敵就是台軍和美軍，這一點也毋庸諱言。
兩岸和平靠「九二共識」，挾洋自重、窮兵黷武

是死路一條。蔡英文當局妄想美國主子保護，是不現
實的。

蔡英文引「毒蛇」討好主子可憐可悲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深圳是
中國開放促改革前沿陣地，在中央政
府頒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
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
的意見》，指出深圳不只是全國最先

進發達城市，而且是充滿競爭力、創新力、最具影響
力的全球性標杆城市。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8年深圳GDP突

破2.4萬億元，首次超越香港，2018年深圳戰略性
新興產業增加值合計9,155.18億元，佔地區生產總
值比重37.8%，深圳的國際專利申請量，佔全國的

一半，而且深圳高新技術企業的數量和市值名列前
茅，可見深圳科技發展速度已超越全國城市，跑贏
香港。

早在2017年1月，特區政府與深圳市政府簽訂備
忘錄，共同在落馬洲河套地區打造港深創新及科技
園。時隔兩年半，特區政府應加大力度支持青年和初
創企業到河套地區發展科技，讓香港青年有能力走出
去尋求更廣闊的空間發展事業。
特區政府應提供有利政策，包括支持人工智能和

醫療科技的創新發展。深圳最需要香港的醫療專才改
善內地醫療服務，特區政府應向深圳市政府提出建立

藥品註冊的互認機制，以深圳為試
點，增強藥品研發水平。醫療行業的
興起，可帶動多項經濟產業發展，提
供更多出路給青年。
香港的發展藍圖不應只傾斜於地產和金融，如果

香港年輕人的唯一理想就是置業，人生的道路只會越
走越狹窄，我們應鼓起勇氣到深圳創業就業，實現更
大理想。香港作為中國重要的國際城市，香港的人才
更應在國家的改革開放扮演重要角色，協助國家加快
構建與全球接軌的開放型經濟，讓香港的「一國兩
制」發揮更大作用。

加強港深合作 共創美好未來
張思穎 民建聯中央委員 民建聯工商事務副發言人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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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購買的F-16V戰機根本不能對抗大陸的新型戰機。圖為台
灣現有的F-16戰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