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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日前拘捕兩名區議員及一間公司董事，懷
疑他們偽造虛假單據，來向選舉事務處騙取選舉經費。事實上，
這宗案件只是冰山一角，有機會牽涉更多區議員利用這種非法手
段，來騙取政府公帑。筆者認為，必須要徹底調查由去年區議會
選舉後至今，所有區議員的申報開支，將肇事者逐一拘捕。

為何今次會爆出應該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宗欺詐選舉經費的案
件？為何可以用「天價」作宣傳費用？涉案者以為用「天價」來
作為個人在社交平台的宣傳及個人形象費用，開出支出單據，就
可以暪天過海。筆者認為，涉案者有可能不是第一次利用這種欺
騙手法，來騙取選舉經費及當選議員後的經常開支費用。事實而
言，涉案者是食髓知味，又用相同手法，繼續當選舉事務處為
「提款機」。古語云：「上得山多終遇虎」，涉案者今次食了
「豹子膽」，貪一百幾十已經滿足不到他們的慾望，不如貪盡
些，一貪就400多萬元。
涉案者的心態是，一來可以在同儕面前炫耀自己如何「有本

事」，可以利用申報機制漏洞「走法律罅」；二來涉案者認為負
責處理選舉經費的官員，都是「自己人」，會「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容易蒙混過關；三來涉案者急需要財政支援，作為「反政
府」的經費，購買大量仿製槍械，用作日後示威行動之用。他們
料不到的是，在實施國安法及疫情在社區大爆發後，香港已很難
再發動大規模示威騷亂，令到這批武器無用武之地，結果被警方
在涉案者家裏起獲。
這班黑暴分子自從去年11月成功「上位」，搖身一變成為區議

員後，沒有放棄破壞社會的機會，將政治化操作帶入了區議會
內。事實上，區議員的其中一項職能，就是在政府與市民之間，
建立良好溝通橋樑。最諷刺的是，現時區議會與政府經常劍拔弩
張，連溝通的機會都沒有，何以建立良好關係？經過接近一年的
觀察，現時披着「盡責區議員軀殼」的黑暴分子，將區議會不斷
政治化，肆意停止上屆區議會所批出利民生的社區設施建設工
程，罔顧工人的飯碗及居民的需要，視民政如糞土，不斷將自己
的權力「擴大化」。他們心中已經沒有幫助居民的初心，只想盡
情破壞。
古語云：「多行不義必自斃」，涉案的兩名區議員知法犯法，

公然挑戰法律，必遭法律嚴懲。

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不容校園「暴獨」捲土重來
在香港國安法已經實施的今天，中大的畢業禮舉行日

竟然發生「宣獨」遊行，參與者言行極為猖狂，性質非

常嚴重。事件反映「港獨」勢力未肯收手，仍將學校當

成庇護「港獨」犯罪的大本營。香港須珍惜國安法實施

後得來不易的社會平靜，社會各界應堅決支持警方國安

處嚴正執法，全力追查幕後操控的各種勢力，務求一網

打盡，依法嚴厲打擊「港獨」，絕不容許校園「暴獨」

捲土重來。大學管理者有責任愛護學生，嚴格管理大

學，緊密配合警方國安處調查執法，切實阻止「暴獨」

在校園死灰復燃。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一群中大畢業生日前趁中大舉行畢業禮，竟然舉
「港獨」標語、呼「港獨」口號、唱「港獨」歌
曲，將校園當成是宣「獨」場所。有關劣行不僅侮
辱中大「博文約禮」校訓，更公然挑戰香港國安法
和本地法律，再次引起社會各界對「港獨」在大學
校園捲土重來問題的強烈關注。警方國安處已經展
開調查。

「港獨」勢力企圖在校園延續「暴獨」
香港已經進入國安法年代。特區政府對任何

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行為都將是零容忍。中大畢
業禮當日發生「宣獨」遊行，極少數大學生肆
無忌憚宣揚「港獨」，言行極為猖狂，性質
非常嚴重。今次中大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非

法集會，刻意揀選畢業禮這天發動，從組織部
署和行動內容上看，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絕
非「孤立」的「自發」事件。事件反映「港
獨」勢力未肯收手，仍將學校當成庇護「港
獨」犯罪的大本營。

亂港勢力在幕後策劃這起中大校園「港獨」行
動，意圖延續「暴獨」禍害，將大學校園變成顛覆
政權和推動「港獨」堡壘。警方須依法嚴明追查幕
後操控的各種勢力，務求一網打盡，不讓分離組織
有任何喘息機會。香港須珍惜國安法年代得來不易
的社會平靜，在國家安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更容
不得半點含糊。社會各界應堅決支持警方國安處嚴
正執法，依法嚴厲打擊「港獨」，絕不能任其滋生
蔓延。

大學管理者有責任配合警方執法
持續一年的「暴獨」禍害，大學付出了沉重代

價：大學校園淪為「戰場」，正常的教學及科研活
動被迫中斷，大批學生被捕而前途盡毀，校園人心
創傷，師生撕裂，遺害之深，令人痛心。越來越多
師生和市民痛定思痛，明確意識到「暴獨」是「政
治病毒」，也是暴恐活動的溫床，任其傳播肆虐，
成規模，成氣候，全社會都要付出慘痛代價。大學
校園內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亂象，絕不能放任自流。
如果容許大學生視法律如無物，肆意踐踏國家安
全，「暴獨」就會死灰復燃。警方嚴肅處理事件，
就是向社會傳遞打擊「港獨」黑暴絕不手軟的強烈
信息。只有依法懲治違法行為，剷除校園「獨」

害，才是對莘莘學子的愛護，也是高教界維護香港
學術地位、學術尊嚴的必要之舉。

值得注意的是，大學校園屢屢鬧出「港獨」，除
了一些學生受激進思想和「港獨」侵蝕走上歪路
外，也與大學管理密切相關。長期以來，本港和境
外勢力處心積慮將黑手伸進大學校園，用各種歪理
邪說向學生灌輸洗腦，其居心就是要煽動學生反中
亂港。扎根中大多年的香港美國中心，近年便被多
次曝光藉「學術交流」幌子進行政治滲透，包括操
弄大學通識課程、收取美國政府及反華組織資金、
煽動違法「佔中」等，直至今年才正式關閉。大學
管理者有責任愛護學生，嚴格管理大學，緊密配合
警方國安處調查執法，切實阻止「暴獨」在校園死
灰復燃。

政府明日發表施政報告，筆
者希望在施政報告中見到港府

更大刀闊斧地控制疫情，只有疫情受控，經
濟才有機會恢復。政府須痛定思痛，以新思
維果斷堵截傳染源頭，改變之前拖拉的做
法，才能挽救經濟民生於瀕死邊緣。

據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疫情雖然未淪落至
如歐美等國一樣的失控境地，但持續近一年
的疫情已對本港經濟社會造成重創，財政赤
字預計高達三千億，失業人數超過二十五
萬，另有數以十萬計市民因無法正常通關而
長期與親人分離。此外，九成市民希望《施
政報告》將防疫抗疫作為頭等大事，近七成
市民支持特區政府推行全民強制檢測，七成
多市民支持盡快恢復兩地正常通關安排。可
見，疫情防控工作是本港當前的頭等大事，
是重啟經濟、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的基礎，對
此大眾已有強烈共識。
香港經歷大半年抗疫工作仍未能控制疫

情，疫情直接影響經濟復甦，「長痛不如短

痛」，筆者所屬政黨要求政府從嚴防疫，立
即堵塞防疫漏洞，以便與內地可健康、有序
地通關，讓香港利用好內地的內循環，恢復
經濟。
近日，本港疫情再度惡化，確診個案持續

達到雙位數，源頭不明個案急增，且分布全
香港，群組數字亦有上升趨勢，顯示傳播情
況令人憂慮。然而，政府官員卻表示強制全
民檢測有困難，要平衡人權和執行能力。

本港疫情反覆，大眾健康安全受威脅，經
濟民生困頓，港府耗費大量公帑，各方都付
出巨大代價，但疫情仍反反覆覆。隨不少
歐美留學生趁聖誕假期回港度假，更增加了
爆疫風險。
而保就業計劃於本月結束後，未來數月會

出現結業潮，失業率飆升。港府防疫與恢復
經濟不能再靠「餐桌加減法」、「旅遊業內
循環」，而是馬上採取有效措施，於境外輸
入源頭上堵住漏洞；在本地實行全民強制檢
測措施、設立境內健康碼，並加設追蹤功

能，追查感染者與密切接觸者，以盡快截斷
傳播鏈，多管齊下防止疫情爆發，唯有這
樣，本港才能與內地盡快恢復雙向通關，融
入國家雙循環經濟發展，早日走出當前困
局。
政府須知，西方國家不斷談人權、自由

和私隱，但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不斷上
升，越來越多人失業，經濟不斷萎縮。香
港有人以種種人權、自由和私隱的理由抗
拒強制全民檢測，但政府必須作出抉擇，
不作全民強檢會有更多香港人患病，也會
有更多香港人失業，這是對人權的最大損
害。因此，除了強制性全民檢測，香港沒
有其他出路。
內地多個城市、澳門可以做到，香港無理

由不行。港府應借鑒內地落實強制全民檢
測、截斷病毒傳播鏈的成功經驗，果斷實施
全民強制檢測，盡快推出境內健康碼及關口
快速檢測，讓香港社會經濟與民生盡早回復
正常，不能再猶豫觀望。

施政報告應大刀闊斧控制疫情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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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偉傑 時事評論員

近年，本地大學校園常有人以
「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為
名，在校內的民主牆、開學典禮
甚或畢業禮上公開宣揚激進的本

土、「港獨」言論。去年的反修例事件可以說把這
些扭曲的「校園文化」推往極致，更出現佔領大學
校園等嚴重暴力事件。今年頒布實施了香港國安法，大學校園似乎
回復了應有的平靜，但上周中大畢業典禮的違法遊行，反映「港
獨」黑暴有死灰復燃跡象。

本因疫情影響改為網上進行的畢業禮，居然還有百多位聲稱的畢
業生借機在校園內遊行搞事。這些人戴上面具，高喊「港獨」口
號，揮動「港獨」旗幟，完全漠視國安法等相關的法律。筆者作為
中大畢業生，看網上傳播的這些畫面，痛心疾首，不禁想問一句，
難道在中大校園就不需要遵守法律嗎？「山城」真的是「自成一
國」？中大只派出保安員在現場拍攝，僅僅呼籲學生停止示威，聲
稱遊行有機會觸犯限聚令及《公安條例》。事後，校方亦不過發出
譴責聲明了事。

後來筆者更得知，原來校方早幾天已經留意到網上有相關遊行示
威的呼籲，但因為無法得知發起者的身份，最後只是要求校內保安
在當天多加巡邏，直至當天發現校園有多處地方遭到塗鴉才報警，
向警方通報相關遊行。
既然校方早幾天已預知校內可能發生違法遊行示威，為何不提早

向警方報備呢？去年暴徒佔領中大校園事件不是已經證明單靠中大
保安根本無能力制止違法行為？校方的軟弱處理，後知後覺，無異
於助紂為虐，令人以為，在中大校園進行「港獨」示威毫無後果，
在大學校園可以無視法律的存在。
近年社會撕裂，政治議題入侵校園，示威行為越演越烈，畢業禮

更出現「示威文化」，破壞校園莊嚴，影響學術，而校方採取默許
的態度，更使歪風蔓延。學校是學生學習的地方，不是鼓吹「港
獨」、煽動暴力的溫床，大學校方必須依校規、法律加強管理，切
實「亡羊補牢」，單靠譴責聲明，遏止不了校園縱「獨」煽暴歪
風，對校內的一切違法行徑，必須依法依規嚴加制止。長遠而言，
重塑專注學術的校園文化、重構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才是治本之
道。
大學生也應該看到，自己及香港的未來都應是融入大灣區發展、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作為21世紀的主人翁，大學四年正好裝備自
己，倘若執迷於「港獨」黑暴這些所謂「政治理想」，白白浪費自
己青春，更可能因違法而賠上美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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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全國青聯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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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及貿易在美國發起
貿易戰及新冠肺炎肆虐之下出

現大衰退，亞太區15個國家簽訂了區域全
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個協定是
2011年由東盟十國(ASEAN)倡議，邀請了中
國、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及印度參
加。最後除了印度以「有重要問題尚未解
決」未簽署外，15國都簽署了，當然，條約
的生效條款規定：「協定至少需要6個東盟
成員國和3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夥伴交存批
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後正式生效。」

不受西方主導的亞太合作協議
RCEP是沒有西方國家主導下的亞太區內

經貿合作協議。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
強勢主導下，成立了聯合國(UN)、國際貨幣
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關稅
貿易總協定(GATT)等國際組織，構成的國際
秩序至今已有70多年，這些組織管理運作
已出現很多問題。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潮流下，1995年成立

世界貿易組織（WTO），落實取消配額及
產地來源證、減免關稅等措施。可是實行不
到十年，很多國家又感受到取消貿易壁壘對
本國的國際貿易及收支平衡帶來很大衝擊。
結果關稅壁壘、技術壁壘又萌芽，以致出現
今日單邊主義抬頭、欲取代多邊主義的局
面。
過去幾十年間，地區性自由貿易及經濟合

作最成功的是歐盟。早在上世紀初，歐洲國
家已經知道建立統一市場才能有效率配置資
源、擴大市場。於是在70年代初成立取消
關稅的六國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其
後發展為資源可自由流動的經濟共同體
(Economic Union)，最後統一貨幣，成立歐
元 區 (EURO) 及 歐 洲 聯 盟 (European
Union) 。
歐盟成立時有15個國家，其後版圖擴大

到東歐、南歐，如今共有28個國家。歐盟
很多國家也出現經濟危機、公共財政危機，
更面對戰亂引發的難民潮，引起歐盟部分發
達國家的不滿，引發英國「脫歐」。但歐盟
在15個會員國時期，經濟增長很好，貿易
總額甚至超越美國，歐盟區內的自由貿易，
佔了全球總貿易額的七成！可以說，歐盟為
區域性合作提供了很好示範作用。美國也相
應與墨西哥、加拿大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
在過去20多年，大大小小的自由貿易區

林立，大有取代世貿的勢頭。
在亞洲，最早成立的自由貿易區是東盟十

國(ASEAN)，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
賓、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老撾、緬
甸、柬埔寨。中國一直積極與東盟建立關
係，於2000年建立「十加一」自由貿易
區。這次十五國簽訂RCEP，可視為亞太區
團結一致、全面為多邊經濟合作走出重要的
一步。

RCEP條款切中區域發展所需
看看這次簽署RCEP國家的資料（包括未

簽署的印度）（見表），就知道其將來發展
的潛力極大。
首先這些亞太區國家擁有的資源龐大而多

元。目前有人口22億，佔全球近三分之
一；GDP有25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的
29%；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1萬億美元，也

佔全球的三分之一。在這個區域內，預期多
數國家的GDP及貿易仍然會穩定或較高增
長，未來主導世界發展的將是亞太地區。
就目前十五國的貿易來看，中國整體上有

貿易逆差1,500億美元，主要來自東盟的馬
來西亞、泰國、老撾，更多的是與韓國、澳
洲、日本和新西蘭的貿易。說明簽署國之間
的貿易關係互補，而不是一面倒的。在商品
貿易方面，經濟較發達國家需要自然資源，
包括農林產品、礦產等，而發展中國家則輸
入先進的工業產品；服務貿易也迅速發展。
協議承諾開放市場、增加投資，正如協定內
容顯示，這是一份涵蓋全面經濟合作的協
定，RCEP條款切中區域發展所需。

印度暫時未參與RCEP，也是基於其貿易
條件未能配合，對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仍有
顧慮。不過，相信印度將來也不能置身局
外。

簽署RCEP意味亞太將主導世界經濟發展
劉佩瓊 香港浸會大學訪問教授

世界貿易, 2019

世界貿易出口
(百萬美元)

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
(RCEP)

東盟十國
(ASEAN)

中國

日本

韓國

澳洲

新西蘭

新加坡

越南

泰國

馬來西亞

印尼

菲律賓

緬甸

柬埔寨

文萊

老撾

印度

18933000

5567597

1419722

2499457

795564

542232

271005

39617

390763

264272

246269

234195

167683

70927

18110

14700

7039

5764

324249

100%

29.40%

7.50%

13.20%

4.20%

2.86%

1.43%

0.20%

2.06%

對華貿易

中國出口

637970

319224

-

147083

108789

57099

5775

54725.76

97869.53

45594.53

52133.95

45643.56

40746.86

12313.45

7984.53

650.15

1762.33

76705

中國進口

786139

268628

-

180579

204639

121211

11082

35215.02

64134.19

46157.88

71828.1

34061.47

20205.21

6387.1

1444.33

449.8

2158.56

18837

順逆差

-148168

50597

-33496

-95850

-64112

-5307

19510.74

33735.34

-563.35

-19694.15

11582.09

20541.65

5626.35

6540.20

200.35

-396.23

57868

國內生產總值

百萬美元

25068396

2949010

13891826

4970916

1619424

1432195

205025

364160

224950

504990

354350

1042170

330910

71210

24570

13570

18130

2940000

人口

百萬

2256.92

653.9

1395

126.5

51.64

24.99

4.89

5.64

95.54

69.43

31.53

267.66

106.65

53.71

16.25

0.43

7.06

1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