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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非法

佔領問題，越

來越嚴重。那

些所謂的 「有
心」 人士，從

包圍政府總部到警察總部、稅務局、入境

事務大樓，再到破壞立法會大樓，直到近

期屯門、尖沙咀、旺角、西九龍高鐵站，

乃至廣東道遊客區亦遭攻陷，四處製造事

端；甚至社交網絡貼出佔領或干擾每一區

的時間表，十八區無一能逃脫；現時已有

住宅區，如將軍澳等都開始出現非法集會

及反政府的單張黏貼於公眾場所。

我不知道，這些已涉及暴力的示威抗

議，到底何時能平息？這對香港來說，不

論政經方面，還是國際形象方面，都是負

面影響為主，同時還在不斷擴散；這對真

正愛護香港的市民是好事嗎？整個事件，

已從單純的訴求，被有心人騎劫和利用，

變成暴力佔領與破壞，不但無助於解決事

情的根本，更加深對立面的矛盾。如果真

正為香港好，請放過香港，讓香港回復原

有的經濟屬性和社會秩序。這不但是政府

的責任，亦是市民一齊履行的公民義務。

我相信市民的訴求，政府非常了解，

亦已廣泛的聽取意見，政府亦需要時間去

消化和調整。一切暴力或佔領的行為，不

但幫助不到事情的解決，只會不斷惡化香

港的營商和生活環境。

恢復社會秩序，是現時解決問題的第

一步。我們不難發現，現時市面上遊客在

減少，商家經營艱難，吉舖開始湧現，投

資者信心不足等。我們現時已落後主要競

爭對手：新加坡和上海，現在連深圳的

GDP都超過香港，我們已沒有再亂下去的

資本。

加拿大的蒙特利爾，曾是全加經濟最

佳的城市，就是因為動亂，而被多倫多趕

上，現時在加拿大已不是最佳的一流經濟

中心，以史可鑒。我們亦可以見到千禧年

之時，深圳的經濟總量只是香港的1/3，

2018年已超越香港，如果我們再不去努力

拚經濟，很快廣州又會趕超，這是我們所

要的結果？

香港一直提倡《獅子山下精神》和《

愛拚才會贏》奮鬥精神，我們明天想要活

成什麼樣子，是我們今天做了什麼努力。

青年人，千萬別把青春耗費在無謂的佔領

活動中，而是把握 「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

大灣區的戰略節點中，去出彩和作為，讓

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和經濟條件改善。

香港沒有再亂的資本 全社會都須堅定支持警察

法治社會 應果斷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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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松傑

從孟晚舟

被扣留開始，

華為成了美國

無所不用其極

的打擊目標，

更成為牽動商

界人心的熱點

話題。但華為

絕非孤例，6年前阿爾斯通也如是。《美國

陷阱》的作者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

Frédéric Pierucci）以親身經歷，講述阿爾

斯通被通用電氣惡意收購的內幕和詳情，

司法系統亦為美國霸權的鷹犬。閱罷此書

，筆者認為這對香港和中國都有所啟示。

此書相當客觀。作者在通用電氣收購

時，不幸成了美國威逼阿爾斯通的棋子，

遭受牢獄之災。通用電氣收購完成以後，

作者再無利用價值，一旦泄密更會破壞美

國形象，需要取信讀者，所以全書寫作

風格平實，資料翔實，還不乏趣味。如今

書卷一出，名動天下，美國情報人員投鼠

忌器，萬一作者死亡，美國就是最大嫌疑

人。

阿爾斯通和華為的案件，值得參考。

阿爾斯通是法國的經濟要角，以能源、電

力、軌道交通基礎設施為主業，放諸全球

也是少有敵手的一流強企，對國家發展戰

略影響深遠。作者就是其全球鍋爐業務的

負責人，他的遭遇和孟晚舟相似，在威脅

到美國全球經濟地位的戰略強企身任要職

，被捕時並未獲知理由，美國發難的法律

依據都是《海外反腐敗法》。

阿爾斯通將會是灣區企業的前車之鑒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要旨在於成為 「一帶

一路」 的心臟，執科技創新和資本脈絡之

牛耳。故此，灣區企業需要提升自身技術

，力拓海外，追逐獨步全球的產業地位。

灣區企業一旦像阿爾斯通那樣，在能源、

電信、金融等等戰略產業領域有了匹敵美

國企業的優勢，競逐海外生意時損害了美

國利益，美國就會以法律手段配合其惡意

收購，形成競爭優勢的攻防戰。

另一方面，中國加入世貿（WTO）未

夠18年，3年前才獲認定是市場經濟國家，

而法律規則皆為英美主導下制定，法律人

才底蘊尚有不足，與當前對外投資存量規

模全球第二的地位極為不匹配。有見及此

，內地渴求更多專精國際經濟法的人才。

故此，香港的法律人才面臨着戰略機

遇期。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熟悉國際經

濟運作規則的法律人才不少。而中美在核

武和經濟上互有長短，將會成為長期對壘

局勢。美國必會透過長期以法律等等途徑

，打壓灣區企業，維持自身優勢地位。相

反，美國法律人才充裕，不太需要香港人

才。故此，香港法律人才應該把握機會，

在灣區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保駕護航，規避

風險，正面迎戰。

香港菁英會理事
城市智庫成員

黃鵬
因為筆者

畢業於1997年

，7月1日是正

式踏入社會工

作的一天，正

值香港回歸祖

國的大日子，

這個日子對我

來說意義重大。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

二周年，香港一如以往繼續享受自由生活

，應比以往更繁榮安定，很多移民者也不

斷回流香港發展。

「回歸日」暴徒攻佔立法會
香港回歸日的確是每一個港人值得慶

祝的日子，卻想不到一連串令人不快的事

情卻在這天發生，先有反對陣營透過 「七
一」 回歸把行動 「升級」 ，有示威者在立

法會大樓對出廣場掛 「黑區旗」 ，把原有

區旗 「下半旗」 ，其次是示威者為了妨礙

「七一」 升旗禮的進行，不惜佔領道路，

衝擊警方防線，更向警員投擲含有腐蝕液

體的物件，導致13名警員受傷。示威者

最後更衝擊和佔領立法會，使其受到歷

來最嚴重破壞。這的確是香港回歸以來

最黑暗的一天，令每位市民心寒和難以忘

記。

這些暴力行動有何意義可言？掛起 「
黑區旗」 對香港及政府是十分侮辱的行為

，我們自己是中國人，做出這行徑是否在

侮辱自己？第二，示威者不斷衝擊警方防

線，以削尖了的鐵枝、鐵馬、磚頭、雜物

襲擊警員，更有人放火，撒石灰粉、腐蝕

性水彈作武器，招招攞命，是否香港警察

不是人？如何不用適當武力之下抵擋？

第三，示威者佔領和破壞立法會有何

意義？立會劫後暫停運作，財委會44項目

待審700億民生撥款需要延遲，大樓維修

費需要逾億港元始能恢復正常，除了由納

稅人埋單外，大樓或要在10月才能夠重啟

，這害己害民的做法意義何在？第四，筆

者有見一班反對派議員，口講示威者和平

、不要使用暴力，轉身便帶着一班示威者

佔領立法會（自己工作的地方），也充當

了導賞員工作帶着示威者盡情破壞，這影

帝影后級行徑簡直讓全港市民嘩然，自己

工作的地方自己破壞，自己的家自己拆卸

，是否荒唐至極？筆者亦見在立法會內，

有示威者在會議廳的牆，噴上 「反送中」
等字句、塗黑香港區徽、在主席台上掛上

港英旗，最後想問一班年輕示威者，他們

在港英年代出世了？未出世如何知道他們

好？

連日來的連串衝突中，受傷的警員、

示威者和途人不計其數，暴力每次上升，

這是真心愛護及珍惜香港的行為？還是別

有用心的去謀殺香港法冶？請仔細想一想

，示威者連日來所作所為，有哪一樣不是

在影響民生、違反法治、人權、正義和危

害我們的下一代？大家可要記住香港是我

們的家。

暴力示威者踐踏香港法治
筆者出席躍動大灣區慶祝香港回歸祖

國22周年晚會時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也

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愛國家愛香

港是應該的，希望香港市民攜手共創美好

的共同家園。

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香港遇上前所

未有的危機，筆者雖然很害怕，但生於斯

，長於斯，所以不能夠再看見香港這個家

混亂下去，所以一直堅持站出來，支持特

區政府，支持香港警察，筆者也相信市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大家也站出來一起

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和向暴力說不，香港

不需要英雄，只需要香港警察和法治，彼

此放下成見、互相尊重、重新出發，才能

共建美好家園。

最近一段

時間，因修例

風波而引發的

暴力行動以及

後續事件引起

了極大的爭議

。筆者一直都在積極地關注事情的發展，

希望各界可以縮小分歧，事件可以得到妥

善的解決。

香港市民擁有集會自由，這是《基本

法》明確規定的。我們的市民也在過去幾

個禮拜充分利用了這個自由，市民對於政

府的工作有微言，有不理解，這是東西方

社會都常有的事情，而發揮民眾的影響力

，理性發聲，展現言論自由的可貴，就是

最好的溝通方式。讓筆者痛心的是，與和

平理性有秩序的發聲同時出現的，是一些

負能量的事件，這給最近的社會蒙上了一

層揮之不去的陰影。如何減低衝突帶來的

負能量，讓社會重回正軌，才是政府和市

民當前迫切的問題。

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政府與

市民坐下來對話。遊行集會是市民的權利

，但有權利就有相應的義務，市民的義務

，就是保障城市安全和城市的形象，遵紀

守法。政府的責任和義務則更加明晰，深

入社區和民眾，了解他們的想法和需求，

急民眾之所急，排難解困，才是正確的施

政之道。這次修例風波，是因為政府對於

市民的態度有誤判而造成的。未來政府需

要不斷的反思和進步，如何在推行政策法

律的時候，準確地掌握民意，保持良好的

溝通，並且在適當的時候做出順應民意的

調整，從而重新建立互信的關係。

和平理性的發聲讓香港成為自由社會

的楷模，而負能量的事件讓筆者痛心，也

讓我們不斷地思考如何讓市民的生活和政

府的工作重回正軌，並帶來更多鼓舞人心

的正能量。

其實，答案非常的簡單，就是政府和

市民都從民眾最大利益的角度出發，在大

方向上達成共識，那麼無論何種分歧，都

能得到最終的解決，而香港作為國際都市

，也會持續在國際社會保持她應有的正面

形象。

共同檢討 激發正能量

欺凌，在

任何一個社會

或政治體制中

都不能接受，

但今天的香港

瀰漫着人多便

聲大夾惡的狀

況，欺凌隨處

可見。香港是

一個較自由的社會，市民在《基本法》下

享有各種的自由，並建基於法律框架的社

會制約以及社會的道德規範中。可是，筆

者在近幾星期與不同立場的人士傾談時，

發現有一些人士經歷了大型遊行示威和暴

動，或在不同的媒體觀看到這些場面後，

除了情緒受到影響外，意識和行為都產生

了變化。

筆者看到有一些年輕人響應網絡的動

員及組織，在各區進行所謂的 「光復」 行

動，以及在各區建立 「連儂牆」 。本來的

社會道德和規範蕩然無存，參與行動的人

士不但言語具攻擊性，行動亦然。有親建

制人士在地區設立反暴力的街站，通過婦

女義工在區內宣揚社會和諧時受到反對派

人士的攻擊，首先是有策略地將街站中義

工的手提電話破壞。據筆者向事主了解，

當時目睹過百人圍着她們破壞街站，除了

出言侮辱外並出手傷人。婦女義工們在警

務人員到場後報案，唯得到的回應是基於

沒有證據和證人，故未能在當時拘捕任何

人。

食環署應懲處亂貼街招者
此外，言論自由是建基於規範，今天

的 「連儂牆」 隨處可見，在公共地方肆意

張貼，並有青年人提供物資。若是公共地

方，食環署或相關的政府部門理應果斷執

法，將此行為與胡亂張貼街招的行為一視

同仁，依法懲處涉事人士，否則實在有欠

公允，有法不依。

歷史是社會發展中不可忽視的課題，

對於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有着重要的意義

。近日的社會動盪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認同

，立場更不是完全一致，不同市民有着不

同的訴求。可是令筆者感到可悲的是有一

些年輕人對歷史的認識一知半解，在社會

運動中揭露出教育制度的問題。在網上的

視頻短片裏，有一名年輕人與一名市民對

罵時表示 「香港乃英國殖民地」 ，這句話

不禁令筆者感到毛骨悚然，反映香港教育

制度有着極大的問題，影響了香港的下一

代。

自香港在1997年7月1日回歸後，英國

對香港的管治權經已完全交回中國，香港

已沒有任何在制度上與英國有所相關，這

是常識，也是活在香港的市民的基本認知

。唯現實卻沒有任何修飾語或忌諱地告訴

世人，香港的青年人對香港的歷史一無所

知，更不用探討他們有沒有愛國的情懷。

頻繁示威害苦小本經營者
今天的社會對立到了臨界點，社會行

動與法治正在角力，依法辦事成為反社會

分子攻擊破壞社會規範的藉口，但傷害的

正是沒有參與社會運動而且在默默耕耘的

香港人。

有朋友向筆者訴苦，表示生意受社會

運動的影響，對原本經已艱苦的小本經營

百上加斤，亦認為有不少青年人只在追求

個人政治訴求，忽視了社會上其他市民的

話語權和生存的空間，行為極度自私。

據了解，在暑假期間仍然會有不少所

謂的 「光復」 行動，當中包括曾經針對難

民或南亞裔人士的主題、迪士尼和紅磡土

瓜灣、尖沙咀一帶的內地旅客，甚至是令

人感到憤怒的鼓動騷擾和合石墳場。

筆者相信，凡事都有作用與反作用，

如果再不撥亂反正，未來社會便會失去平

衡，一直維護香港的法治便會蕩然無存，

香港的核心價值同樣受到衝擊。

今天一連串非理性的社會事件已對香

港的下一代帶來影響，當代青年人的認知

和記憶經已有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市民、

警務人員，以至一些參與事件的人士因而

引起的情緒，甚至有些市民因而得了情緒

病。

筆者希望，香港的管治者能夠細心聆

聽社會各階層、各界的意見，平衡社會的

利益時必須要以香港的未來發展和建設為

目的，堅定依法施政。

青年有話說

近日，示威者和暴徒在遊行和擾亂社會的情況下，有一部分人會在情緒失控，或刻意挑釁的

時候，高聲對警務人員叫喊 「黑警」 ，甚至辱罵警務人員，彷彿警務人員在他們眼中是絕對對立的

樣子。然而在網上不少短片或新聞片段中看到不少示威者，在面對一些意見不合，甚或是在對立的

時候，一旦遇上衝突時最終是報警求助。這結果是可笑而且矛盾的，既然對執法的警務人員處於不

信任的狀態，那何解又要警務人員來保護你的人身安全呢？是滋事分子搞亂社會，還是單純的對警

務人員發泄呢？

歡迎投稿 qingniandushuhui@gmail.com

莊學謙

菁英會會員
雲港澳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常務副秘書長

蔡家沛

「就是敢言」 副主席
香港佛山社團總會副秘書長

美國陷阱 灣區啟示

◀該書揭露
了美國司法
操控商業競
爭的重重黑
幕

◀暴力衝擊
是對法治的
踐踏，必須
靠警員維持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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