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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例風波下，香港示威暴亂連
續7個月不止，對本港旅業造成嚴
重打擊。根據旅發局提供的數據，
2019年訪港旅客數字逾5,590萬人
次，較前年的6,500 萬人次劇減約
910 萬人次，按年下跌14.2%，為
2014年以來最低。其中7月至12月的整體訪港旅
客按年減少至2,104萬人次，按年同期比較下跌
39.1%，短途及內地旅客更減少超過四成。

事實上，2019年上半年訪港旅客雖錄得13.9%
增長，但受到暴力衝擊影響，7月後訪港旅客大幅
下挫，下半年整體訪港旅客錄得39.1%巨大跌
幅。12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同期比較更下跌逾一
半達至51.5%。挽救旅業、挽救香港經濟，需要
從抗暴做起，不容再拖。
訪港旅客人數大幅下跌，導致本港酒店業、零售

業都受到影響。有旅遊業人士表示，近幾月來訪港
旅行團的數目接近零，不少旅行社已暫停營運幾個
月，預期在新年後有更多旅行社暫停營業甚至結
業。社會各界不斷發聲指出，香港當前最主要任
務，仍然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香港各行各業穩
健發展，有賴於堅守尊重法治、理性和平的核心價
值和基本原則。

剛履新不久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日前發表的講
話強調，要「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實現好繁榮
發展這一美好心願」。中央已經推出多項挺港優
惠政策，為香港發展創造機遇。只有繁榮發展，
港人才能安居樂業，深層次矛盾才能得到解決，
香港青少年才能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實現個
人理想。
香港的未來，在於堅持「一國兩制」根本制度。

正如駱惠寧主任所言：「沒有比祖國更希望香港好
的了」。香港各界應以止暴制亂為重任，以繁榮發
展為目標，在新的一年令香港出現新風貌。

剛剛過去的周末，一場在中環
遮打花園獲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
集會途中，有便衣警員展示委任
證後就被現場所謂的「和平」示
威者圍毆，打至頭破血流。這樣
的事件在過去半年，或許不少香
港市民已經見怪不怪，但這個「潘朵拉盒子」一
旦打開了，香港要止暴制亂、恢復原狀真是談何
容易！
正如犯罪心理學所說的「破窗理論」，一個破舊

的社區如果有第一個窗戶被毀而無人修補的話，就
會令人感覺這個社區是沒有人管理的，久而久之，
各種嚴重的犯罪就會蔓延至整個社區。香港的法治
也是。從6月開始，黑衣暴徒由只針對警員掟磚及
以政府建築物作破壞目標的「初級犯罪行為」，發
展至對一切不同意見者採取私刑、甚至向人身上投
擲汽油彈的泯滅人性行徑。每一次暴力的加劇，與
我們法治制度下能否將暴徒繩之以法息息相關，否
則止暴制亂只能如同空口說白話。
經過區議會選舉以及台灣地區大選後，香港黑衣

暴徒的行徑有略為收斂的跡象，但筆者以為其絕不
可能無聲無息地消失！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人民
日報》中撰文提及「國安機制」長期缺位導致香港
今時今日的嚴峻局面。的確，國安機制就是我們
「破窗」的守護者，幾年前港大《學苑》提出「港
獨」言論時，前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強硬回
應，卻被大家視作小題大做，第一道「窗」被打破
後，沒有有效的法律手段將其滅殺於萌芽之中，更
多的「窗」將被接連不斷地打破。

止暴制亂依然是香港首要緊迫的任務，修補這些
「窗戶」靠任何單一的方式都不可能實現，「一國
兩制」要行穩致遠靠的還是我們香港人如同一家人
一樣，在法治、教育、傳媒多管齊下努力下，希望
社會能夠早日重回正軌。

駱惠寧四個「始終」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基本點
反修例暴亂嚴重衝擊香港的「一國兩制」，香港如何走

出困局，重回正軌，早日復原？駱主任所給予的答案是：

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

制」正確方向；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始終築

牢「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這四個「始終」，不但是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基本點，更關係香港的長治久

安。駱惠寧文章清楚指出了香港走出困局的方向和要求，

引導香港社會共同努力實現回復美好家園的期盼，透露出

關愛香港的真誠真情，蘊含着香港如何堅守「一國兩

制」、重新出發的豐富信息。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人民日報》撰文，指香港
面對回歸以來最為嚴峻複雜的局面。他強調，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港澳基本的憲制責
任和政治要求，如果國家安全體制機制長期缺位，
外部勢力就能夠無所顧忌滲透破壞，「一國兩制」
實踐就面臨被衝擊和破壞的極大風險。
「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安排。香港回歸以來的實踐告訴我們，香港的
「一國兩制」堅持得好，就能取得「一國」之利、
「兩制」之便，就能在積極推動國家改革開放事業、
參與「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以自身獨
特優勢共享國家發展紅利，把握發展機遇，獲得成長
空間；香港的「一國兩制」受到衝擊，就會陷入社會
撕裂、紛爭不止、經濟下行、民生受累的困境。「一
國兩制」是香港的最大公約數，是香港市民的共同利
益所在，即使政治理念不同，也應在「認同『一
國』、珍惜『兩制』」共識的基礎上有商有量，以
香港的福祉為依歸，共同努力，將「一國兩制」的

優勢轉化為推動香港持續向前的動力。

香港如何走出困局，重回正軌？
然而，持續超過半年的反修例暴亂，不但重創經濟

民生，更嚴重衝擊香港的「一國兩制」，香港如何走
出困局，重回正軌，早日復原？各界都十分關注，駱
主任在文章中提出了答案，就是始終堅持「一國兩制」。
從「一國兩制」22年多成功實踐的非凡歷程中汲取自
信，不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
以堅定的「一國兩制」制度自信，踩實步伐、向陽而
行，走出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對於「一國兩制」實踐，駱主任提出了四個「始

終」，包括：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是
香港社會在前進道路上戰勝一切風險挑戰的關鍵所
在；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是香港
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保持長治久安的必然要
求；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是實現「兩
個建設好」宏偉藍圖的題中應有之義；始終築牢

「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是「一國兩制」實踐
始終穩步前行的根本保障。
這四個「始終」，不但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基本點，也是未來工作方向，關係香港的長治久安。
駱主任的文章，表明中央實行「一國兩制」的初心不
會改變，決心不會動搖。文章更提到習近平主席2017
年視察香港時特別強調，「我們既要把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
建設好」，進一步明確中央對「一國兩制」的維護，
對香港的支持，值得社會各界深思。

鼓勵港人共同努力重新出發再創輝煌
有立法會議員近日在立法會答問會上代表年輕人

提出這樣的問題：年輕人擔心2047年之後，香港還
會有「一國兩制」？林鄭特首的回答是：只要香港
堅持、充分理解及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就有足
夠理由相信「一國兩制」能行穩致遠，延續至2047
年後。她希望年輕人不要因為一時誤會，或欠缺對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理解，而去破壞如此重要
的原則及方針。

事實上，中央堅定維護「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習主席在慶祝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發表的重要
講話中強調，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不
為一時之曲折而動搖，不為外部之干擾而迷惘，表
明了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意志和
決心。香港堅定對「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未來
繼續擔當不可替代的獨特角色，就能推動香港向更
好方向發展。
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出現波折，目前還沒有

走出困局。駱主任在文中指出，始終堅定「一國兩
制」制度自信，是香港社會在前進道路上戰勝一切
風險挑戰的關鍵所在。駱主任的文章喚起所有珍惜
香港這個家的人的信念，鼓勵港人「認同『一
國』、珍惜『兩制』」，共同努力，重新出發，再
創輝煌，大大振奮了港人對未來、對「一國兩制」
的信心！

今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1月21至24日在瑞
士小鎮達沃斯舉行。自1971日內瓦大學教授克勞
斯·施瓦布創辦「歐洲管理論壇」，並在1987年
將該論壇提升為「世界經濟論壇」以來，達沃斯
論壇已舉行了49屆，今年作為第50屆也是達沃
斯論壇50周年而舉行的年會備受國際關注。
2020達沃斯論壇在常規議程外還安排了一系列

慶祝活動，包括舉行一場以「團結與歡樂的國際
呼籲」為主題的開幕音樂會，以及上百場專為破
解當今世界重大風險挑戰的大小辯論會，主辦者
用心良苦，為的是喚起全球面對危機的共識，破
解國際難題，協力推動世界具有凝聚力的可持續
發展。
達沃斯論壇久負盛名，每年吸引世界多國政

要、財經大佬、科技創新達人和社會人文活動積
極分子參會，但近年來也出現了外國政要、經要
有所減少的情況。今年雖然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確
認參會，但除德國首相默克爾等老常客外，英
國、法國、日本、印度、巴西等國領導人都沒有
出席。不是因為抵制達沃斯論壇，而是由於各有
各的事，有的已去過幾次，不可能每年都去。國
際上有些議論，認為達沃斯論壇似乎在衰落，其
實多慮了。
作為國際公私合作組織舉辦的達沃斯經濟論壇

能延續50年經久不衰，並且在世界經濟的話題之
外延展了地緣政治、科技創新、氣候變化、環境
問題，並引起世界各國精英趨之若鶩，已經不失
為一種「論壇奇跡」。該論壇總部設於日內瓦，
但許多活動安排在世界各地，瑞士小鎮達沃斯不
過是每年達沃斯論壇的主論壇。能在瑞士每年冰
雪嚴寒的季節裡集聚世界多國政要和各界精英表
明其具有非凡的感召力。

達沃斯論壇的成功之處主要在於三點：一是有
一位堅韌不拔、思想開闊、學識淵博、熱愛全球
公益事業，且有強大組織號召力的發起人和推動
者，二是有一批能持之以恒、專心致志研究世界
各種問題，並善於聽取各種不同聲音的國際一流
智庫研究團隊，三是達沃斯論壇包容性強，能匯
集全球各種先進思想理念，並不斷散發出具有前
瞻性的思想火花。

國際合作化解系統風險
今年年會前，達沃斯經濟論壇組織發佈了

《2020年全球風險報告》。報告的結論令人觸目
驚心。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博格·布倫德在發佈報告
時指出，「更新和改善我們的國家和國際政治、
經濟、體系的架構是這一代人的決定性任務。這
將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必不可少」。

超過750名全球專家和決策者在被要求就世界
的風險可能性和影響程度進行排名時，有78%的
受訪者表示他們最大的擔憂是預計世界的「經濟
對抗」和「國內政治兩極分化」將在2020年上
升。而對於年輕的幾代人來說，地球的狀況更加
令他們憂慮。總體看，世界面臨的經濟、環境、
地緣政治、社會問題和技術創新帶來的各種挑
戰，被認為是全球面臨的五大中長期風險。報告
提出，在世界迫在眉睫的地緣政治動盪之霧未消
散之際，需要採取多方利益相關者協同的方法才
能降低風險。世界需要有「系統級的思維」，並
盡快找到「集成的解決方案」。
此外，本屆達沃斯論壇對新形勢下世界經濟的

規範、企業的效益和責任評估以及促進人工智慧
與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加速發展，並解決由其帶來
的各種經濟、社會問題，也都提出了研究報告並
準備拋磚引玉。

這些研究報告以及今年達沃斯論壇上的各種聲
音未必是最理性和可行的，但不失為是一種積極
思考和探索，而這正是激烈較量爭鬥的當今世界
所缺乏的。由此可見，達沃斯論壇不會因為外國
政要的出席多少而影響其生存和發展，其不斷閃
現思想的火花和進行觀點碰撞，以及由此帶來的
思想啟迪與行動促進仍具有強勁的活力。

達沃斯論壇與世界貼得很緊
周錫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和羅斯（Ken-
neth Roth）頗有共同之處。羅傑斯是與英國執政
保守黨有聯繫的低級政府官員，於2017年在倫敦
創立智庫「香港觀察」專門挑剔香港政府。羅斯
曾經是一名檢控官，現在是「人權觀察」組織
（Human Rights Watch）的執行董事。「人權
觀察」總部位於美國紐約，它打促進人權的旗
號，把觸角伸向世界各地，實質是在為美國的外
交政策效力。
他們都被拒入境香港，二人也不時對香港事務

發佈一些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失實言論。但凡
有一絲機會能拿來詆毀中國，他們絕不放過。

不過，羅傑斯思想偏執、不可理喻、喜歡撩是
鬥非，真的不愧為政治新手。而羅斯的手段雖然
同等的卑劣，但他畢竟經驗豐富，行事較為謹
慎。
例如在1 月11日，香港警察在英國駐香港領事

館外拘捕了一名涉嫌刑事毀壞的示威者，羅傑斯
立刻指控警察做法不當。雖然警方解釋他們只是
接獲領事館報案後才採取相應執法行動，羅傑斯
卻指警方的行動「令人極度擔憂」，他並敦促英
國政府發表緊急聲明，以「捍衛和平示威、領土
主權和外交禮節不受侵擾」。

散播虛假消息失實言論
在1月14日，英國外交部確實發表了聲明，但

並非羅傑斯要求的版本。聲明證實領事館確實通
知香港警方有人可能在領事館門外干犯刑事罪
行，因此警方採取行動拘捕一名涉案人士。聲明
澄清事實，指出根據《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
領事館門外沒有任何特殊地位，意味拘捕行動
合乎法律。
羅傑斯被揭發散播虛假消息，但他沒有因此致

歉。相比之下，精明的羅斯自然不會犯這種低級
錯誤，然而他卻善於歪曲事實來支持自己的立
場。
「人權觀察」最新發表的報告充斥針對香港

的失實言論。它誇大了參與示威和集會的遊行人
數，而即使警方批准了數百次的遊行和集會活
動，它還是堅稱香港的集會自由受到削弱，對示

威中的暴力事件輕描淡寫更是不在話下。香
港有必要和177個司法管轄區建立逃犯引渡
機制，報告卻無視這一點。此外，它亦絕口
不提反對派之前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建
議、扼殺了香港的民主進程。雖然報告的內
容盡是偏執言論，但卻可令美國國務院一眾
反華分子眉飛色舞。
事實上，早在2014年5月就有一封公開信

譴責「人權觀察」組織與美國政府關係密
切，現在外界不難明白了，而且，那封信的
落款上有100多人簽名，包括諾貝爾獎得主
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Adolfo Perez
Esquivel）以及梅里德·科雷根（Mairead
Corrigan），前聯合國助理秘書長斯蓬內克
（Hans von Sponek），以及前聯合國有關
被佔巴勒斯坦領土人權狀況的特別報告員福
爾克（Richard Falk）。而且，美國推行以外交、
法律與合作來制定外交政策的「對外政策機構」
（Just Foreign Policy）前政策主任納曼（Rob-
ert Naiman）也認可此說。納曼主任更揭露了
「人權觀察」深受美國外交政策影響。

2017年特區政府拒絕羅傑斯進入香港，他對此
發出咆哮。可是，基本法第12條和第154條都規
定，外國人並不擁有進入香港的的絕對權利。當
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出：香港的主權
屬於中國，羅傑斯到底有沒有蓄意干涉特別行政
區的內部事務、干擾香港司法獨立，這一點他自
己心知肚明。
就算在英國，內政部也清楚表明允准外國人入

境是一種「恩准」。2015 年，當時的內政大臣文
翠珊就曾經指出：如果英國政府認為若有人因其
言行、信仰、性格及其背景，或者其他原因有損
公眾利益，就會不予批准入境。事實上，被英國
拒之門外的名人不乏其人，包括美國拳擊手泰
森、前泰國總理他信、荷蘭自由黨黨魁懷爾德斯
（Geert Wilders）、美國清真寺牧師法拉堪、津
巴布韋總統穆加貝、韓國宗教領袖文鮮明，以及
告密者斯諾登。

入境事務屬中國內政

羅斯很想到香港發佈其人權報告。然而，美國
通過不利香港的法案後，中國政府宣佈制裁某些
反華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當中包括「人權觀察」;
羅斯應早就料到自己會被拒入境，但他仍然飛抵
香港，明顯就是撈取政治資本的表演。

正如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所言，批准外國人進入
中國是主權內的事務。大量證據證明「人權觀
察」通過各種方式「支持反華激進人士，鼓勵他
們參與激進暴力犯罪行為、煽動各種「港獨」行
動」。羅斯在港入境未遂，便在數日之後於紐約
發表報告，其中有關香港的不實報告足以證實耿
爽所言不虛。
美國也常常因某些外國人會給國家帶來負面影

響而拒絕其入境。那些遭到美國拒絕的人有南非
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阿根廷的球星馬
拉多納，英國歌手喬治男孩，愛爾蘭的傑瑞·亞當
斯。最近，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員也因針對美國軍
方被控戰爭罪行進行調查而被拒絕入境。
美國政府、其代理人和盟友繼續不斷謊報香港

實情、教唆人破壞社會秩序，真正關心香港的人
必須準備好與之針鋒相對，只要他們一露頭，就
立即將其虛偽面孔公之於眾。
（註：作者為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

原文刊登於《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

「人權觀察」純粹是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
江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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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本港民間組織在美國領事館門外示威，抗議美國干涉
中國內政。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