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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0日，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
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
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
重要講話，深刻總結「一國
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和
重要經驗，對澳門發展和
「一國兩制」事業提出殷切
希望，意義深遠。「一國兩

制」是港澳的最大優勢，澳門「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有不少具有規律性的寶貴經驗，對
香港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值得香港認真研
究。
澳門回歸祖國20年來，經濟快速增長、

民生持續改善、社會穩定和諧，本地生產總
值從1999年的518.7億澳門元增加至2018
年的4,446.7億澳門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
已排在亞洲第一、世界第二。澳門的發展不
受任何外部勢力的干擾破壞，這與它一早完
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有很大的關係。
這不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也令澳門特區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得
以全力謀求發展。
香港由於受到修例風波特別是持續暴力破

壞影響，當前正面臨巨大的經濟下行壓力，
許多經濟民生領域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一一
凸顯。當務之急就是支持特區政府、支持林
鄭月娥行政長官、支持香港警察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
20年來，澳門依託祖國內地堅強後盾，

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人心回歸落到實
處，不內耗、不折騰。此前，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提到，「如果香港近期的事發生在
新加坡，（外界）對新加坡的信心將被摧
毀，新加坡肯定會完蛋」。李顯龍認為新
加坡與香港經歷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
相較於香港，新加坡缺少依仗和憑賴，若
發生類似的事件，該國根本無法承擔如此
衝擊。
珍惜「一國兩制」是港澳能夠成功的最

佳方式。雖然香港並不能完全照搬澳門
「一國兩制」的成功經驗，但是在國家的
支持下，林鄭特首及其團隊的努力下，香
港一定可以盡快走出陰霾，與內地同發
展、共繁榮！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近日在互聯網上流傳一段短片，講述龍門
冰室老闆張俊傑用了十多分鐘時間，「請」
走一名與他政見不同的食客，張老闆因而
「成名」。
張老闆最近發表文章，大談在這半年期

間，如何為受政治事件影響而導致經濟困難
的人士提供現金券和禦寒衣物。諷刺的是，
這班人不是普羅大眾，而是在暴亂前線施加
襲擊的暴徒。
更令人感到不是味兒的是，文中提到，張

老闆亦為暴徒介紹心理支援服務。一個普通
市民在街上隨意舉起手機拍他/她喜歡的事
物後，即時被數十名暴徒圍毆，導致頭破血
流，令市民在街上總擔心自己的言行會招致
禍害，他們返家後，又不可與親人高談政
見，在精神上備受壓抑，試問若市民在此種
極端政治化氣氛下精神出現異常，敢問可以
向張老闆尋求支持嗎？
最令人側目的是，張老闆為因政治立場而

被解僱的人提供協助。6月至今，社會接連
出現暴力事件，令到外國旅客對香港卻步，
訪港人數大跌。殘酷的現實是，去年至今美
國對華的貿易戰，令到本港出現經濟放緩。
雪上加霜的是，本港失去旅遊業的帶動，經
濟出現萎縮的情況。旅遊業的不振，一環扣
一環，引發連鎖反應，繼而拖累與旅遊業相
關的產業。本港飲食業、酒店業和零售業，
相繼出現放無薪假、裁員、清盤的情況。試
問若沒有暴徒大肆破壞，香港會否出現這樣
的景況？目前香港失業率已經創3年新高，
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率升至
5.2%，如果局勢沒有好轉，失業率到了明
年仍會繼續上升，還會拖累其他產業。張老
闆如果有菩薩心腸，是否可以接濟這班因政
治事件而產生的「失業大軍」？
更令親者痛仇者快的是，張老闆一邊吃

着「人血饅頭」，一邊高談自己建立「良
心社會」的偉論，真是沒有最無恥，只有
更無恥！他的「良心社會」理念就是給予
這班暴徒一個機會，設立不同類型的店
舖，如髮型屋、水電舖，由這班滿手鮮血
的暴徒充當技工，為他們的支持者提供服
務，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社群，不食
人間煙火。
然而，這班暴徒必須要對他們所造成的社

會破壞，負上應有的法律責任。筆者建議張
老闆，應該勸服這班縱暴派人士自首，對自
己所犯的錯勇於承擔。如果只是以張老闆的
說法來實踐，這個「良心社會」真是名副其
實的「掛羊頭賣狗肉」！張老闆倒不如資助
這班暴徒離開香港，移民台灣，給他們重過
新生活，好過在香港又要過「非人生活」，
又要做出破壞社會安寧的暴行，被市民唾
罵！
最後，張老闆如要得到全港市民的認同，

他可以鼓勵其他縱暴派同黨，捐出每次在發
動暴力事件後所得到的巨額報酬，拿出來資
助在政治事件中受害的，或被「私了」的市
民，以體現「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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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打擊洗黑錢 給香港警察點讚
洗黑錢是嚴重的刑事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刑罰為罰款港幣500萬元及監禁14

年。近日香港警方搗破一個洗黑錢集團並拘捕3男1女，凍結銀行戶口存款高達

7,000萬元，警方懷疑該集團與一個網上平台「星火同盟」接受公眾捐款以支援示

威或暴力活動有關，包括為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援助，支付律師費等。警方完全是依

法辦事 ，認為此個案現金流的模式與慣常洗黑錢活動十分相似，在有充分表面證據

下作出調查及拘捕行動十分恰當。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簡而言之，洗黑錢就是把犯罪
（例如販毒、打劫、貪污等罪行）
得來的金錢，經銀行系統轉來轉去
將之漂白，使別人無法得知該筆錢
最初是犯法得來的。在香港針對打

擊洗黑錢及恐怖分子籌集資金的法例主要有：《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販毒（追討得益）條
例》、《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等法例，其中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25(1) 條規定，任何
人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
產，即屬犯罪，這項罪行一般稱為洗黑錢罪。

銀行關閉有關戶口做法合法合理
要證明這項罪行，控方不需證明有關財產的確是

代表可公訴罪行的得益，也不需指明有關公訴罪行
為何。在涉及經銀行戶口洗黑錢的情況下，控方只
需證明：(1) 被告人曾處理其戶口內的款項，及 (2)
被告人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戶口內的款項是可

公訴罪行的得益便可。在HKSAR v Wong
Chor Wo CACC 314/2006 一案中，法庭

的觀點相當清晰：「在正常情況下，
任何人如果容許另一人使用其銀

行戶口提存資金，在沒有相
反證據的情況下，必

然的推論是，
銀 行

戶口持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流經其戶口的資金代表
可公訴罪行的得益。」因此辯方必須提出證據證明
他戶口內存款是合法得來的，否則便有可能入罪。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十分重視打擊洗黑

錢活動，亦有一套嚴謹的程序監控在金融機構發生
的洗黑錢活動。今次警方搗破這個集團正是這個機
制發生作用。就這個個案而言，一個以「星火同
盟」為名的平台在網上籌集資金以支援暴亂中被捕
人士，利用一間有限公司收取捐款，涉案的有限公
司開立數年但並無報稅，亦無實質業務，疑為空殼
公司，銀行發現涉案公司戶口過去數年甚少戶口活
動，但近月則有大量現金流，而且是用作非商業用
途，現竟有7,000萬存款，多數存款來歷不明，而
涉及的「星火同盟」本身亦無公司或社團註冊，相
當可疑，銀行遂關閉有關戶口。
另外，依香港相關法例規定，任何人如知道或懷

疑任何財產屬販毒或罪行的得益，或屬恐怖分子所
有；或曾在與販毒、罪行或恐怖主義行為有關的情
況下使用；或擬在與販毒、罪行或恐怖主義行為有
關的情況下使用，他╱她必須盡快將其所知悉或感
到懷疑的交易內容，向特區聯合財富情報組（由警
方及海關組成，主要負責反洗黑錢調查工作）報
告，如有足夠證據警方會展開調查。

銀行是有法律責任防止洗黑錢或協助恐怖活動的
資金來源，向當局舉報可疑個案，銀行做法完全合
法合理。而警方亦是完全依法辦事，認為此個案現
金流的模式與慣常洗黑錢活動十分相似，在有充分

表面證據下作出調查及拘捕行動十分恰當。除

了調查洗黑錢外，警方也應調查被告有否以資金資
助暴徒購買暴動物資、爆炸品或其他武器等可能涉
及恐怖活動融資行為，又或挪用捐款欺詐或盜竊捐
款等其他可能涉及的罪行。

警方應依法徹查切斷暴徒資金鏈
一如所料，事件曝光後，泛暴派馬上跳出來企圖

混淆視聽，指警方抹黑誣陷，高呼什么「眾籌無
罪」，甚至相關舉報的銀行職員亦被起底，可見這
些「黃絲」一貫立場是對自己有利的就要求法治，
否則就無法無天，視法律如无物，恃惡橫行。香港
人應該醒覺，支持警方嚴正執法，維護香港法治，
否則自食惡果的將會是自己。
其實不單止這個「星火同盟」，近年香港很多政

治活動，特別是這次修例風波引發的暴動，都以眾
籌方式並以支持民主自由、支持義士（暴徒）為幌
子籌集資金，而很多時又會在很短時間內籌得大筆
資金，十分可疑，當中有否涉及洗黑錢活動，或欺
詐群眾騙取金錢，警方都應依法進行調查，打擊洗
黑錢活動之餘，也可切斷暴徒的資金鏈，沒有了
幕後龐大資金的支持，什麼非法活動也很難
再維持下去，持續多月的暴動，也可慢
慢偃旗息鼓，讓香港盡快回復平
靜。
今次警方拘捕行動，

值得稱讚。

國家主席習近平讚揚澳門特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人士堅定把愛國愛澳排在

核心價值序列的第一位，很多事情都以是否符合國
家和澳門利益為首要考慮。特別是向青少年深入開
展愛國主義教育，使愛國主義精神薪火相傳，鞏固
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思想基礎。這值得香港
深思和借鑒。
香港社會經常有人談論核心價值問題，惟對於什

麼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清晰
的定義。聯繫香港的多次政治爭拗和風波，特別是
半年來的修例風波和暴亂，不難看出香港反對派屢
屢以捍衛他們所說的香港核心價值為幌子，否定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甚至瘋狂叫囂搞「港
獨」，傷害了內地和香港同胞的感情。

香港反對派刻意從港人的核心價值中提取跟西方
價值最接近的部分，標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全部，
卻把愛國愛港妖魔化、污名化，排除在香港的核心
價值之外。這種是非顛倒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
去了。
什麼是香港特質的核心價值呢？毫無疑問，這就

是「愛國愛港」。「愛國愛港」作為香港核心價值
的首位，如同任何一個地區和國家一樣，是核心價
值的中樞。「愛國」不分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
制度，是人類超越意識形態的共同核心價值觀。西
方任何一個國家，如美國的核心價值，首要的當然

是愛美國、忠誠於美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愛國愛港」當然是香港首要的核心價值。

反對派歪曲香港核心價值
實際上，愛國愛港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從新界

原居民抗擊英軍入侵，到抗日戰爭期間港人以多種形
式支援祖國內地抗戰；從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肩負起
抗擊日軍和拯救大批文化人士等重要工作，到新中國
成立伊始百廢待興，港人與新中國風雨同舟、榮辱與
共；從港人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不可替
代的巨大貢獻，到支援國家發展和扶貧救災等方面發
揮重要作用，都體現出港人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也
正是這種血脈聯繫，讓香港戰勝一個又一個挑戰，不
斷走向繁榮。正如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指出，香港
一直有着很強的愛國主義優良傳統，「在中國『站起
來』的年代，就有無數香港愛國人士冒着巨大風險為
內地輸送了大量資金、藥品、設備等。在中國『富起
來』的年代，也有無數香港同胞為改革開放作出了特
殊而重要的貢獻。」
在半年來的修例風波和暴亂中，反修例勢力常常

以「共同擁抱香港核心價值，一起守護我城」的幌
子，公然煽動非法示威和動亂，為暴徒粉飾正名。
反對派政客更周遊列國「唱衰」香港，危害國家。
縱暴派以「違法達義」歪理美化暴力，顛倒是非，
重創香港百年鍛造的法治精神。縱暴派叫喊「時代

革命、光復香港」的口號，實際上做的卻是「攬
炒」香港，將法治、安定、文明的香港變成暴力、
撕裂、動亂、野蠻的香港。但縱暴派混淆是非，顛
倒黑白，聲稱「攬炒」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荒謬
絕倫，莫此為甚。
愛國愛港力量一直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中堅力

量。在半年來的修例風波和暴亂中，香港形勢嚴
峻，愛國愛港人士團結一致，勇於對暴力說不，敢
於激濁揚清、弘揚正氣，匯聚強大正能量，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決守護港人的家園，
阻止香港滑向沉淪的深淵，在恢復秩序、止暴制亂
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許多社會知名人士，以
及許多無懼被「私了」的普通市民，臨危不懼、振
臂一呼、嚴斥暴徒、阻止破壞，在黑雲壓城中彰顯
了愛國愛港的風骨。
習主席讚揚澳門堅定把愛國愛澳排在核心價值序

列的第一位，值得香港深思和借鑒。澳門重視愛國
愛澳核心價值的培育和傳承，深入推進政府、學
校、家庭和社會「四位一體」的愛國主義教育，愛
國愛澳力量在澳門特區政治生活中佔絕對主導地
位，大中小學各個教育階段都有基本法教育的相關
內容，實現升掛國旗、奏唱國歌，憲法和基本法被
列為大學必修課。香港應該向澳門借鑒和學習，從
各個方面弘揚愛國愛港核心價值，香港的「一國兩
制」實踐才能行穩致遠。

澳門把愛國愛澳排在核心價值首位的啟示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英國大選過後，雖然執政的保守黨大獲全勝，但
在蘇格蘭選區，卻是蘇格蘭民族黨大獲全勝，這讓
蘇格蘭民族黨歷史性地成為了英國政壇的第三大
黨，以致於蘇格蘭民族黨黨魁施雅晴興奮地說：蘇
格蘭的未來上線了（the very future of Scotland
was on the line）。她同時發文號召：是時候決定
我們的未來了。

不言而喻，蘇格蘭民族黨要帶領蘇格蘭人民繼續
搞獨立。

蘇格蘭獨立公投是英政客豪賭結果
蘇格蘭有自己的議會、自己的首席大臣、自己的

貨幣、自己的法律，一個政治實體該有的核心要素
都有。但這些要素可以構成蘇格蘭獨立的籌碼嗎？

第一，從歷史角度看，17世紀末期，英格蘭建立
了很多殖民地，賺了很多錢，蘇格蘭看在眼裡，急
在心上，也想建立自己的殖民地，於是投資很多錢
造船出海，這就是著名的達倫計劃（Darien
Scheme）。
達倫計劃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巴拿馬開闢自己的

「新愛丁堡堡壘」，並於1698年派出5艘大船前往
美洲新世界，結果被打得落花流水，賠了相當於蘇
格蘭年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損失慘
重。這時候，蘇格蘭人才意識到英格蘭人能做的，
他們不一定能做。
由於蘇格蘭和英格蘭曾經擁有共同的國王，且王

室有血緣親，為了挽救蘇格蘭， 1707年，英格蘭
和蘇格蘭簽訂了《聯合法案》，合併成為大不列顛
王國，蘇格蘭議會也與英格蘭議會合併，變為大不

列顛議會。
從18世紀到20世紀初，大不列顛王國越來越強

盛，蘇格蘭人覺得自己做了個明智的選擇。然而，
一戰之後，英國國力衰落，蘇格蘭民族主義興起。
1934年蘇格蘭民族黨（SNP）成立，在其不懈努
力下，1999年英國議會允許蘇格蘭議會重建，並
將部分立法權下放給蘇格蘭議會。
英國議會這一決定，基於一個錯誤的認識：蘇格

蘭民族黨始終無法佔據英國議會和蘇格蘭議會的多
數。但這一錯誤認識，為今天的蘇格蘭獨立埋下了
政治隱患。不過，自1707年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
以來，至今已過去312年，312年的聯合王國，想
要重新走上獨立之路，難度遠遠超過今天英國脫歐
的N次方倍。

蘇格蘭獨立要走司法程序難成功
第二，蘇格蘭獨立公投，是英國政客們玩弄出來

的政治副產品。前有蘇格蘭首個首席大臣唐納德·
杜瓦，後有英國前首相卡梅倫，中間插入薩蒙德和
施雅晴。
杜瓦本是英國工黨蘇格蘭阿伯丁的一名議員，在

他成為英國下議院議員後，一直為蘇格蘭爭取權
力。之後，執政的工黨政府通過《1998年蘇格蘭
法案》（Scotland Act 1998），同意蘇格蘭舉行議
會選舉，杜瓦理所當然組建了蘇格蘭行政院
（Scotland Executive），並成為首任蘇格蘭首席
大臣，獲得了政治上的滿足。

此刻的蘇格蘭行政院，也僅僅是負責蘇格蘭境內
的教育、國民健康、司法、鄉郊、運輸等地方自治

事務，還不存在鬧獨立，一切看上去歲月靜好。
但2007年的地方選舉，蘇格蘭民族黨以一票之

多，贏下了蘇格蘭議會的多數席位，成為蘇格蘭第
一大黨，結束了工黨在蘇格蘭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主
導地位。
在蘇格蘭民族黨黨魁薩蒙德的帶領下，2011年

蘇格蘭行政院改為蘇格蘭政府，薩蒙德成為蘇格蘭
首席大臣，自此，主張「蘇格蘭獨立」的政治理想
被提上日程。
為了制衡保守黨內主張英國脫歐的呼聲甚囂塵

上，也為了爭取蘇格蘭人民的選票，喜歡豪賭的卡
梅倫竟然於2012年與蘇格蘭政府簽署蘇格蘭獨立
公投協議，後經英國議會授權，於2014年組織蘇
格蘭獨立公投，不過最終蘇格蘭人民選擇了留在英
國，導致薩蒙德下台。
公投結果令卡梅倫政府，甚至整個英國社會認

為，蘇格蘭獨立僅僅是個遊戲而已，不會成真，正
是這種不認真的態度，導致了後來英國脫歐公投真
的成功了，這當然是後話。

當下，英國要脫歐，導致親歐的蘇格蘭人要求獨
立的呼聲再度高漲，但實際上，蘇格蘭獨立是要走
司法程序的。約翰遜政府早已回應施雅晴，不會再
像卡梅倫那樣讓蘇格蘭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
所以，儘管蘇格蘭獨立公投被國際媒體炒得很

熱，但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看，都是非常不切實際
的。如果蘇格蘭獨立，地處蘇格蘭的英國核武器、
核潛艇怎麼拆分？如果蘇格蘭獨立，與英格蘭聯合
時間更短的北愛爾蘭又怎麼反應？何況西班牙加泰
羅尼亞的分離主義者都在等着看樣板呢！

蘇格蘭能獨立嗎？很不現實！
裴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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