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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安法落實後，堵塞香港維護國家
安全漏洞，為香港撥亂反正、重建秩序。
但美國對香港施壓步步緊逼，不僅在政治
上肆意誣衊國安法違背《中英聯合聲
明》，更單方面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對
本港和內地官員實施所謂制裁，近日又宣
布規定輸美港貨要標籤為「中國製造」。美國粗暴干涉香
港政治、經濟事務，企圖阻擋香港恢復法治穩定、遏阻中
國發展崛起，這些做法違反國際關係準則、外交原則，充
分暴露美國的強蠻霸道。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面對
美國以莫須有罪名無理制裁打壓，本港和內地官員淡定從
容以對，一笑置之。中央與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保
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問題上立場堅定、態度堅決，
不會因為外力的施壓而畏懼退讓。特區政府雷厲風行執
法，黎智英等反中亂港分子涉犯國安法被拘捕，連黎智英
也表示「沒有想過這麼快會被捕」；中國外交部迅速宣
布，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11名美國政客實施
制裁。事實證明，美國的所謂制裁恐嚇不了兩地官員，中
央關心愛護香港，是香港抵制外力干預、維護法治安寧的
強大後盾，確保香港不會成為反中亂港勢力勾結外部勢
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危城。

香港雖然承受疫情和外力干擾的壓力，面臨的挑戰不容
低估。但是，中央始終關心牽掛香港，真心實意愛護香港
同胞，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守護者、「一國兩制」的捍衛
者，是香港由亂轉治歷史轉折的推動者，中央已經派出支
援隊、提供物資協助本港抗疫，全港市民與國家命運與
共，守護「一國兩制」，齊心協力抗疫自強，一定能共渡
難關、重建輝煌。

許智峯暴力打壓新聞自由 須革除議員資格
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記者日前在堅尼地城採訪期間，遭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許智峯夥同大批「黃絲」包圍恐嚇。他們粗暴攔截採訪

車，不斷大力敲打車身及車窗，更企圖強開車門拉出記者，其間

許智峯在街上不戴口罩，無視法紀，罔顧公眾健康。他報警兼糾

集「攬炒派」區議員和所謂街坊到場「兇」記者及包圍警員叫

囂，更重施故伎玩「插水」誣稱被警員推跌，又抹黑警員放走私

家車司機。許智峯身為立法會議員，威嚇記者、打壓新聞自由，

理應被革除議員資格。

黎子珍 時事評論員

反對派宣傳機器《蘋果日報》亦製造假新聞配合許
智峯，謊稱採訪車跟蹤許智峯事敗逃逸撞到人，但獲
警方放生。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發嚴正聲明，譴責許智
峯身為公眾人物做賊心虛，製造事端，還要倒打一耙
惡人先告狀，嚴重踐踏新聞自由，要求警方嚴肅處理
其違法行徑，並保留法律追究的一切權利。

逾越法律知法犯法
在事件過程中，許智峯公然違反政府法例，明知

故犯，不戴口罩；他身為公眾人物，疑神疑鬼，作
賊心虛，以所謂被跟蹤為藉口，製造事端，對新聞
記者瘋狂圍攻謾罵，糾集不明身份人士恐嚇威脅記
者，破壞採訪車輛，還要倒打一耙惡人先告狀，所
作所為嚴重踐踏了新聞自由，侵犯了記者人權和正
當的採訪權益。許智峯暴力打壓新聞自由，必須
革除議員資格。

許智峯過去屢屢在區議會鬧事，包括2016年搶奪和
關掉時任區議員蕭嘉怡的咪高峰，致會議流會收場；
2017年許智峯肢體衝突文化康樂及社會事務委員會主
席陳捷貴，需報警求助；2018年中許與交通及運輸委
員會主席陳財喜爭執，最後流會收場；2018年底許智
峯與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起爭執，阻活動撥款通過，
混亂中兩人雙雙倒地。2019年4月12日，在中西區區
議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許智峯搶走財委會主席李志
恒的文件和民政事務處的投票箱，再以「規程問題」
阻礙會議進程，拒絕交還政府財物，會議被迫中斷，
眾議員無奈之下選擇報警。
去年4月，許智峯於立法會大樓內搶去女行政主

任的手機，更查看其手機資料，疑觸犯私隱條例。
此外，許智峯在搶奪手機過程中有作出「熊抱」女
EO的動作，或涉及非禮。許智峯的行為逾越了法律
的底線，身為議員更是知法犯法。法院裁定許智峯

普通襲擊、阻礙公職人員執行公務及不誠實取用電
腦罪三罪罪成，被判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罰款
3,800港元。立法會因應事件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發表
報告，認為有足夠理據譴責許智峯。

劣跡斑斑爛仔所為
去年4月，新民黨葉劉淑儀計劃動議譴責許智

峯，如最後在大會獲三分之二在席議員通過，許智
峯會喪失議員資格。但民主黨對許智峯只作出譴責
及暫停黨籍，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指許智峯「不適
合做議員，更不適合留在民主黨」，民主黨氣急敗
壞即時發聲明，指「劉慧卿現在已是普通黨員，她
可表達個人意見，但其言論不代表民主黨」，公然
包庇許智峯，繼續縱容許智峯的劣行。

《國歌法》三讀期間，許智峯、朱凱廸、陳志全
先後在會議上潑灑惡臭不明液體，會議暫停4小

時，需要換場所再開會，疫情期間許智峯公然在議
會潑灑惡臭不明液體，不僅是不負責任，且是涉嫌
違法的滋擾行為，更是罔顧人命安全的惡行。
過去一年的修例風波當中，許智峯多番充當暴徒

的「保護傘」。去年7月1日，暴徒衝擊及佔領立法
會，警方翌日凌晨展開清場行動，但許智峯一再阻
撓。同年8月31日，許智峯現身港島區暴亂現場，
假扮法律專家教唆暴徒對抗警方執法，「不要向警
方交代任何事，不要對警方說任何話」。

許智峯「流氓」行為猶如「黑幫爛仔」，該「爛仔」
劣行使民主黨和整個立法會蒙羞。面對如此「流氓」，
任何政黨都應該即時採取行動糾正黨風，否則整個政
黨會被一人所拖累。許智峯近日又暴力打壓新聞自由，
進一步顯示許智峯「不適合做議員，更不適合留在
民主黨」，民主黨應下決心開除許智峯黨籍，立法
會應動議譴責許智峯，革除其議員資格。

特朗普經常口出狂言，全世界現時已有定
論。上周他接受美國霍士電視台訪問，咬牙切
齒，說對香港的制裁很有成果，香港不再有
「一國兩制」，從此將跌落地獄。霍士一貫反
華，狗口長不出象牙。其實1997年回歸以來，
外國一直有一股反華勢力唱衰香港。1997年時
就開始說「香港已死」，不甘心香港被中國收
回，最希望中國四分五裂。於是後來更有所謂
「支爆」的說法，即是支那爆炸分裂的意思。
近期變本加厲，預期中國將分裂成六大塊。特
朗普針對香港的讕言，毫無新意。
其實美國現在面臨新冠疫情失控，種族矛

盾、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經濟蕭條、失業嚴
重、暴亂四起，已有衰落的徵兆。更重要的，
是無限制的量化寬鬆，貨幣供應泛濫，派錢給
民眾，在市面上循環後，還不是最終落到企業
（消費）、銀行（還貸）、醫療（看病買藥）
和政府（交稅）的手裏？另方面，由於經濟停
滯，生產製造上不去，貨幣追逐商品，物價必
然飛升，蕭條加滯脹將來到。印銀紙的政策是
擊鼓傳花，和投機炒賣的性質雷同，全仗賴美
國的信用，信心失去，全線崩潰。

美國去年的 GDP 是 21 萬億（美元，下
同），今年估計會收縮至19萬億。現時欠債高
達26萬億。負債/GDP比例的上限，一般是
120%。美國現時已高達137%，而且還在不斷
上升。估計美國負債達到42萬億時，美元勢將
崩潰，這是國際財經界的共識，如不改弦更
張，這日子早晚會來到。美國帝國霸權依靠科
技和軍事，同時依賴美元的國際信用度，支持
其作為國際支付、結算和儲備貨幣的角色。近
年來，美國財政赤字平均每年1萬億，今年頭
半年已高達5萬億，單是6月份一個月已達
8,630億，比較沙特阿拉伯（7,900億）和土耳
其（7,500億）的全年GDP都要高。中國現時
加緊推出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數字貨幣，就
是硬核對應之策。
在特朗普治下，快要跌落地獄的是美國，不

是香港。我們看世情，一定要看事實，看數
據。現在法蘭克福和倫敦先後提出，擬邀請
TikTok總部撤離美國到他們那裏落戶。TikTok
（抖音的海外版）是一個為人民帶來歡樂極受
歡迎的短視頻APP。美國人在TikTok上揶揄特
朗普的荒唐施政，暴露美國街頭抗爭的一道道

美麗風景線，影響特朗普的選情，所以他用所
謂數據安全和個人私隱來說事，正好自打嘴
巴，壓制訊息自由和表達自由。美國又要「香
港製造」改成「中國製造」，取消給予香港的
一切優惠待遇和特殊地位。這些都是倒行逆
施。從來驟雨不終日，飄風不終朝。不要說部
分歐盟國家，俄羅斯和「一帶一路」友好國家
不會跟從，即使以色列、日本和印度，近期也
有不同想法。美國大選後的局面如何，我們拭
目以待。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將跌落地獄
關品方

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開會議，提出一個「內循

環」再加上「內外雙循環」的經濟發展大方
向。這是比之前每年12月經濟會議制定的「去
槓桿」、「六穩」、「六保」更重要的大方向
決策。「去槓桿」、「六穩」、「六保」都只
是為期一年左右的中期經濟政策。「內循環」
與「雙循環」則是一個執行多年的長期計劃，
投資者必須好好地學習解讀真正的內容。
有些人一聽到「內循環」就想起「塘水滾塘

魚」，認為是錯誤的閉關自守，也有些人認為
所謂「內循環」，不過是鼓勵消費，要消費就
需要錢，錢從何來？更有趣的是近日國家主席
習近平公開批評中國人在餐桌上浪費食物，人
大法工委也會研究立法防止浪費食物。於是，
又有人覺得中國政府一方面想鼓勵消費，另一
方面又不准浪費食物，豈不矛盾？
很明顯地，許多人對這個新的政策大方向有

了錯誤的解讀。
是的，「內循環」包含擴大內需。中國內需

佔GDP的比例低於西方先進國家。因此，擴
大內需的確可以擴大GDP，提高整體生產
力。不過，擴大內需不是簡單的鼓勵消費，更
不是鼓勵浪費。一些西方經濟學家的確把浪
費，甚至把自然災害也當成能增加消費的好
事，他們認為地震、水災、風災之後就出現了
災後重建的機會，重建帶來消費、就業機會。
這個理論只有像美國這種可以無限量亂印鈔票
來花的國家才有似是而非的效果。實際上，若
政府想進行基建，沒有地震、水災、風災也可
以投資於新的基建。新的基建可以促進經濟更
進一步向前發展，而不是只是單單讓無家可歸
的人得到安置。也就是說，浪費式的擴大內需
是莫名其妙的理論，這好比聘用100人在地上
挖洞，再聘用100人把這些洞填回去一樣的歪
理。

中國並不是打算閉關自守。因
此，「內循環」要配合「外循
環」而形成「雙循環」。不過，
首先得把「內循環」搞好。所謂循環就是一個
完整的產業鏈、消費鏈，從原料到生產到最終
消費的整條供應鏈。「內循環」並不是單純地
增加供應鏈最終的消費，而是完善整條供應
鏈，盡可能做到整條供應鏈自給自足。這是因
為面對美國來勢洶洶的各式各樣的封殺、制裁
而不得不如此做。美國不提供芯片，就得自己
研發生產芯片，中國糧食、能源不足，就得減
少浪費食物，提高糧食生產技術以增加糧食生
產。也得加快發展新能源，包括核能、風能、
光能、水能……

在完善產業鏈的過程中就是大量的投資機
會，所以說「內循環」絕對不是簡單地理解為
消費、基建投資，特別是新基建的投資更是重
要，也是未來中央經濟政策的大方向。

「內循環」不僅是鼓勵消費
曾淵滄博士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和基本法有關規
定，就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作出具權威性的決
定，妥善解決立法會選舉押後一年出現空缺的
問題，既維護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法治秩
序，又能確保特區政府可以正常施政和社會正
常運行，再次展示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關愛和支
持。為這樣的決定感到高興和振奮的同時，我
更期盼第六屆立法會能夠在繼續履行職責的同
時，與特區政府一道，帶領香港走出疫情困
境，振經濟保民生。

立法會負有重要憲制責任，立法機關能否正
常工作，關乎特區政府能否正常施政，關乎社
會生活能否正常運轉。此前，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因應疫情狀況延後一年，能夠看到從中央到
特區政府，都是以保障香港市民生命健康為根
本的第一要務。事實上，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是非常艱難的決定，但為
遏止疫情、公共安全和保障市民健康，並確保
選舉在公開、公平情況下進行，這決定是必須
的。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果斷作出決定，要

求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職，同樣是依據憲法和
基本法賦予的權力，而且，體現了對香港市民
生命健康的關懷。
現階段，防疫抗疫到了關鍵階段，政府一邊

抓抗擊疫情，一邊要綢繆後疫情時代的香港經
濟發展，尤其是如何救企業、保民生，是刻不
容緩的重大問題。人大常委會決定第六屆立法
會繼續履職，就是從根本上對香港大局利益的
堅守，對民意的尊重。

珍惜時間關顧民生
疫情之下，香港經濟深度衰退、失業飆升、

民生困頓。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要辦的實事多
不勝數，繼續蹉跎歲月，對香港是禍非福。誠
如近日特首林鄭月娥所言：「目前本港疫情仍
然嚴峻，各行各業大受打擊，即使疫情緩和
後，也有大量恢復經濟、紓解民困的工作須行
政立法機關衷誠合作。」期待立法會恢復運作
後，議員們可放下歧見和爭拗，重建互信，共
同為市民謀福祉。具體而言，有三點建議：

一是要與政府齊心協力抗擊疫情，奪取香
港阻擊疫情的全面勝利。立法會要盡快處理
抗疫相關事宜，包括修例及財政撥款等。應
與特區政府一道，善用一切力量，包括內地
支援及本港義工團體的力量全力應對，盡快
及妥善落實「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同時支
持政府積極與內地支援團隊協調，加快在亞
博二期興建方艙醫院的進度，以提供更多床
位照顧確診患者。
二是要盡快審議事關「保民生」的舉措。保

民生首先就是要保就業，立法會應該加快對支
援受疫情影響企業的有關議案的審核，特別是
在對內地業務空間大、聯繫緊的企業，鼓勵創
造職位，改善就業情況。同時，要監督政府用
好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的餘款。
三是要團結務實。立法會議員承擔着廣大市

民託付的重要使命，理應以實際行動，共同推
動香港再出發，而不是繼續陷泛政治化泥潭。
希望議員們珍惜為香港服務的機會，實幹為
民，只有團結務實，香港才能有發展的希望。

依憲依法履職 期待更有作為
文頴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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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凡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

本港自7月初爆發第三波新型冠狀病毒
至今仍尚未完全受控，面對全球蔓延的嚴
峻疫情，為保障全港巿民及各候選人的安
全，避免因人群聚集而增加交叉感染的風
險，香港特區政府於7月31日果斷宣布
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將立法會選舉
押後至暫定明年9月5日舉行。延後選舉的決定，既能夠
避免因選舉活動而進一步引起病毒傳播，又可以讓全社會
集中精力應對疫情，是值得支持和認同的。
不過，隨着立法會選舉的推遲，香港出現了立法會「真

空期」。而立法會作為香港重要的憲制機關，肩負審議政
府法案，通過財政預算及各項公共開支撥款等重大職能，
如何避免香港因立法會延期而「停擺」，成了擺在特區政
府面前的一大憲制難題。根據香港現行法律制度，行政長
官有權推遲香港第七屆立法會選舉，但無法解決選舉推遲
後的立法會空缺問題。對此，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處理有關立法會任期的問題，而全國人大常委
會根據憲法和基本法，決定第六屆香港立法會繼續履職，
延任至少一年，直至下屆立法會任期開始為止，並且明確
第七屆立法會任期為四年，既有效解決了因立法會選舉推
遲而產生的「真空期」，又符合基本法第69條的規定，
是一個合法合理合乎香港實際情況的最好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作出延長第六屆立法會任期的決定

後，反對派議員隨即發表聲明，稱這一決定違背基本法第
69條的規定，並重申反對押後選舉。對此筆者認為，作
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憲
法和基本法作出延長香港第六屆立法會任期的決定，具有
不容置疑的權威性。反對派議員的上述聲明，一方面反映
他們錯誤解讀基本法，藐視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法律和政治
地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們只顧及個人政治利益，漠視
公眾健康的真面目，必須予以糾正和譴責。
過去四年來，由於反對派議員的倒行逆施，第六屆立法

會歷經多次拉布，導致不少法案未能完成審議。今次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延長第六屆立法會任期，為有關法案趕及
通過創造機會。筆者衷心希望各立法會議員在未來一年能
放下分歧，放棄癱瘓議會的主張，以市民的福祉和香港社
會的長遠利益為依歸，確保香港各項法案順利通過，為幫
助香港早日恢復經濟發展，保持香港社會長期繁榮穩定作
出新的貢獻。筆者亦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在未來的一
年，與廣大市民一起，重振香港衰頹的經濟，讓香港在國
家發展中更好地發揮優勢，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推動香港
社會重返正軌，以新的面貌再出發。

譚鎮國 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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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特朗普治下亂象處處，圖為波特蘭警
員在公園驅趕示威者。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