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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成為選委會當然委員的部分立
法會議員會見傳媒，立法會的建制派召
集人廖長江指出，新制度下的選委會即
將產生，開啟香港新篇章，正式實現香
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的積極轉變；有
立法會議員期盼將來選出的立法會議員
或行政長官人選，能解決多年來積存的
各種深層次問題，例如住房樓價過高。
筆者認為，香港要由亂轉治、由治及
興，未來的立法會議員，必須能提出解
決方案，解決好香港「三大難題」，包
括完善國家安全制度、解決土地房屋以
及貧窮問題。

首先，香港要由亂及治，國家以至特
區的安全穩定絕對是當中的基石。國家
安全制度要進一步完善，香港就要自行
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筆者須指出，基
本法23條立法與香港國安法不同之處，
在於基本法23條理應能涵蓋「竊取國家
機密罪」、「處理外國政治團體在港活
動」等範疇，進一步確保香港的安全穩
定；故此，來屆的立法會議員，應把推
動基本法23條立法視為議會工作的重中
之重。

另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當然就是土
地房屋問題。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
字，7月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96.3，指
數距離2019年5月的歷史高位只相差
0.15%，樓價隨時衝破歷史高位；細看
相關數字，市民要在港島區買一個面積
430平方呎或以下的「上車盤」，平均
售價竟要775萬元。市民可否不買私樓

而輪候公屋，答案也是相當難說得清，
即使撇除收入和資產門檻，一般公屋申
請者平均要輪候5.8年，在計分制下非
長者一人申請者更隨時要等十幾二十
年。不能「上車」，又不能「上樓」，
市民該如何是好？

關於土地房屋問題，筆者近期公開論
述過不同的解決方案，撇開「明日大
嶼」填海計劃，其實我們還有不少土地
選項可考慮，例如面積或達2,400公頃
的新界祖堂地，如能釋放當中的土地力
量，理應可以興建 36 萬至 62 萬個單
位，容納百萬人口。最近，筆者又在研
究面積超過 16,000 公頃的「綠化地
帶」，只要發展3%的「綠化地帶」，即
可以興建接近27萬個住宅單位，能容納
60萬至75萬人居住。其實，香港不是欠
缺土地，而是缺乏有效的規劃、堅定的
執行意志。

最後，也是極重要的一點，就是香港要
解決貧窮問題。政府以至立法會的功能，
可以透過推行不同的社會政策，來實現
「財富再分配」的政策目標。香港貧窮人
口近150萬人，疫情之下又有近20萬人
失業，政府是否需要推出按「人頭」計
算、有上限的失業援助金？長遠而言，到
底香港在扶貧政策上，又是否停留在提供
「安全網」的策略？筆者早前應媒體邀請
進行了一場「兩日一夜劏房體驗」，只能
夠跟各位官員、議員說一句，居住在不適
切住房的基層，生活比他們想像中，還要
艱苦十倍甚至百倍。

法治是香港社會的瑰寶，司法機構的
成功之道在於它能夠獨立解決爭議，透
過嚴謹機制作出裁決。

可是，2019年香港爆發修例風波後，
不斷有海外政客企圖透過各種渠道抹
黑、詆譭香港司法制度，使香港司法面
臨挑戰。英國更以此作理由停止向香港
出售人群管制設備，中止兩地之間的逃
犯移交協議，一些英國政客更妄言稱：
英籍法官在終審法院任職會讓外界認為
「英國與破壞法治的制度同流合污」。
可是任憑他們千算萬算，也算漏了終審
法院外籍法官們的正直立場，一再表明
不會因為政治因素而違背良心，任由政
客擺布。

自2017年起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
官的澳洲前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范禮全表
示無意辭職，指自己非常欣賞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及其他常任法官致力維護司法
獨立；另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加拿
大前首席大法官麥嘉琳也堅守原則，認
為終審法院嚴格遵照法律作出專業裁
決，一眾法官秉持公正無私的司法傳
統，專業水平傲視同儕。最近范禮全和
麥嘉琳連同另外兩位法官廖柏嘉和華學
佳接納終審法院委任，延續任期3年。

此外，在2019年加入終審法院的英
籍法官岑耀信，也力挺香港的司法制
度。他在3月18日去信報章，指出要求
英國法官不再擔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
法官的呼聲，目的在於向北京施壓。他
表示香港國安法對人權已經作出明確的

保障，而外籍法官從事香港法院的工作
更能彰顯公義。另外，他強調自己身為
香港的法官，會以服務香港市民為己
任，以市民利益而不是英國政客的意願
為依歸。

面對司法界的仗義執言，英國最高法
院院長韋彥德與外相藍韜文以及司法大
臣巴克蘭經過商議後，在8月27日宣布
他和副院長賀知義將會繼續留任香港終
審法院非常任法官一職，同時確認香港
「很大程度上」維持司法獨立，這對香
港來說意義重大。

英國反華勢力難以接受香港司法獨立
此一現實，自然對韋彥德的言論和決定
不滿。例如工黨影子司法大臣范克林污
衊稱：韋彥德和賀知義不應被一個「違
反中英聯合聲明、破壞法治」的政府所
利用。反華組織「香港觀察」的總監帕
特森也污衊韋彥德「為一個失去法治的
地方洗白，丟盡英國的顏面」。「香港
觀察」另一成員裴倫德荒謬地指稱：韋
彥德的決定不是出於維護法治，而是在
香港操業的英籍律師施壓所致。

范克林、帕特森和裴倫德等，之所以
難以接受客觀持平的觀點，是因為他們
的反華論調會被戳破。韋彥德的決定是
香港法治的一個小勝利，但黑暴和境外
勢力不會就此罷休，威脅仍然存在，必
須加以防範。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

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
版面，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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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

「支聯會」拒交資料欲蓋彌彰
「支聯會」是西方在香港扶植的代理人，與外國勢力密切聯繫，參與甚

至組織反中亂港活動。可是，在香港國安法下，西方以往的「代理人策

略」已經此路不通，任憑這些外部勢力的代理人組織拒絕警方國安處調

查，最終也必受到嚴懲。

黎子珍

警方國安處早前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去信
「支聯會」常委，要求他們最遲於9月7日向警
務處處長提交成員名單、收支情況等多項資
料。「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昨日卻在記者會
上揚言，不會向警方國安處提交任何資料。保
安局隨後發聲明指，注意到有團體公然表示，
將拒絕配合警方依法根據香港國安法下的實施
細則附表5提交資料的要求，對此作出嚴正警
告。保安局指出，危害國家安全是非常嚴重的
罪行，所造成的後果嚴重，必須採取措施以防
範和制止有關行為。為了有效防範和制止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的發生，執法人員有需要取得有
關某些外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外國或台灣
代理人的資料。

鄒幸彤在記者會上拒絕向警方國安處提交相
關資料，明顯是作賊心虛。只要調查「支聯
會」資金往來記錄、以往的會議記錄，不難查

出外國勢力是如何控制「支聯會」，從而揭

露「支聯會」與反華勢力的關係。
警方認為「支聯會」的骨幹成員符合「外國

或台灣代理人」的法律定義，有充分事實根
據。「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
鄒幸彤，都與外國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參與甚至組織一系列反中亂港活動。

收取外國資金搞破壞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在香港國安法頒布實

施翌日，以視像方式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乞
求美國制裁香港和國家、支持暴亂活動。而同
日美國國會即通過《香港自治法》，時任總統
特朗普依據該法對內地及香港部分官員進行制
裁。

同樣由李卓人擔任秘書長的職工盟，自1994
年始，每年都向「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旗下的「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申請資助，
金額約1,300萬港元。「支聯會」副主席鄒幸

彤2012年至2018年，出任與NED關係密切的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的執委和公司董事。她
又於2016至2017年期間，多次出席「藏獨」
活動。

何俊仁是美國中情局在港、台等地所設反中
組織「華人民主書院」的董事，該組織曾於
2014年邀請「台獨」分子來港進行所謂「抗爭
培訓」，終釀成為期79日的非法「佔中」。香
港國安法出台後，何俊仁依然不斷參與該組織
主辦的反中活動，與一眾海外反華分子聯繫密
切。

無視香港法紀煽仇恨
詳細分析警方向「支聯會」等人發出的通知

書，就知道這是針對「支聯會」關鍵人物作為
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問題。涉及的組織有很
多，這些組織長期接收外地政治組織，例如NED
的資助，組織反華或反特區政府的活動。

此外，「支聯會」還於去年6月發起眾籌，連
同海外反華分子在網上組建所謂「人權博物
館」，將原本於線下非法展出的展品數碼化，
意圖規避刑事責任，妄圖繼續向本港乃至全球
散播反華訊息和煽動仇恨，公然挑戰香港國安
法。

「支聯會」等有關組織及人士的行為並非一
般國際交流，而是與外部及境外政治性組織的
勾結，涉及金錢或物質等經濟上的資助，為該
外部勢力在港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在香
港國安法實施之後，仍沒有停手。

在香港進入國安法時代後，「支聯會」依
然不知收斂，繼續高舉「結束一黨專政」綱
領，「支聯會」是西方在香港扶植的一個主
要代理人，自恃有外國勢力撐腰，但在香港
國安法下，西方以往的「代理人策略」已經
此路不通，外部勢力的代理人組織必將受到
嚴懲。

梁 熙 民建聯常委

上周筆者在立法會提出「解決社會
矛盾，消弭貧富差距」的議員議案。

議案再提起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的講話，希望香港在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實現的時候，能夠實現「四個期盼」的美好願景。對
此，很多人聚焦在告別劏房、籠屋，認為增闢土地、
加建房屋，可紓民困，但這種看法是把香港面對的困
局過分地簡化了。

普羅市民被迫選擇在地方狹小、環境惡劣的劏房居
住，不能單單歸因於土地供應不足、建屋量不夠，反
而要看為何他們負擔不起環境適合的居所。根據政府
統計處《2010年至2020年香港工資趨勢》，香港整體
工資率10年期間平均每年增長4.4%，似乎不算太差，
但扣除通脹後，10年間的實質工資增長，每年平均只
有1%。同樣的10年，本地生產總值升了51%，恒生指
數升了15%，住宅的租金升了35%，樓價指數升了
109%。

數字反映，雖然整體經濟良好，但大部分市民卻
分享不到經濟增長的成果，而且租金和樓價急速上
升，工資增長追不上房價增長，令市民負擔百上加
斤，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市民要住籠屋、住
劏房，不單單是土地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社會矛
盾。特區政府絕不能夠只當作房屋問題處理，而是
要解決香港社會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最近內地

聚焦「共同富裕」的概念，很值得深
受貧富不均困擾多年的特區政府參
考。

中共建黨百年，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在實現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後，接續推進共同富裕的概念。中央財經
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韓文秀強調，共同富裕不是
要搞「殺富濟貧」，共同富裕是「要繼續把做大蛋糕
和分好蛋糕兩件事情辦好」，讓全體人民富裕，不是
少數人富裕。香港深層次矛盾的癥結所在，正正是蛋
糕沒有做大，而且少數人吃了蛋糕的大部分，多數人
只能分到剩下的蛋糕碎。

紓貧共富，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理念，本來非常
切合本港情況。可惜共同富裕的概念，引起部分人士
強烈反彈，更有人危言聳聽，硬把共富說成是「打土
豪、鬥地主」，把正視階級不對等的要求，扭曲為階
級對立。愛國治港者必須放下個人利益的考量，以整
體社會利益為慮，要有打破困局，為香港尋求新出路
的胸襟和大志。

解決深層次矛盾、消除貧富懸殊，是特區政府必須
承擔的硬任務，其間要展示出堅定不移的信心和決
心，正視勞資關係和社會階級的不對等，糾正社會資
源分配不均，推進共同富裕，消弭貧富差距，這樣才
能為香港根治痼疾、打破藩籬，為市民謀求幸福，創
建美好生活。

紓貧共富考驗治港者決心和胸襟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美國總統拜登8月31日宣布美國結束阿富汗戰爭，
並為美國的撤離特別是為自己在撤離行動中的種種失
誤進行辯解。

美國在阿富汗的敗局，料將成為拜登執政陰影，不
利未來政治外交和軍事安全建設，但拜登沒有完全退
下來，反而宣稱美國將在撤離阿富汗後，集中力量對
付新的更大對手，此話不僅是狂妄，更是窮兇極惡和
愚蠢至極。

眾所周知，美國是世界上最好戰的國家。美國一直
都在唱着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調子，自詡「和平衛
士」，但實際上是世界最大的戰爭販子，世界和平與
安全最大的攪局者和破壞者。

阿富汗戰爭是美國有史以來對外發動時間最長的戰
爭，不僅耗費了至少2萬億美元，而且造成了美軍
2,400餘人的死亡和2萬多人受傷，阿富汗20多萬人在
戰爭中死去，數萬名兒童掙扎在死亡線上。美國先後
出動了70多萬兵力，培植了阿富汗親美政府，但最終
瓦解。美國在阿富汗作出了巨大投入，但始終未能戰
勝區區數萬人的阿富汗塔利班。塔利班僅用10多天時
間，就勢如破竹般地攻佔了首都喀布爾，佔領總統
府，重新奪取了阿富汗政權。

華盛頓已得不到盟友信任
作為擁有強大軍事實力的美國，被迫灰溜溜地逃離

阿富汗，並在最終撤離中又遭遇極端組織ISIS阿富汗
分支組織人員的炸彈襲擊，丟下13具屍體，美國的顏
面可以說丟盡了。美國國內的嘲笑和挖苦輿論四起，
讓拜登的日子很難過。

美國完全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決策行動，先是逼迫
亞洲和歐洲盟友派兵參與阿富汗戰爭，之後又逼迫他
們必須與美國同時撤軍撤人，給這些國家造成了很大
被動和輿論詬病，被指對阿富汗乃至地區安全局勢極
不負責任，帶來新一波阿富汗難民潮壓力，美國的盟
友對於華盛頓的一意孤行表示了極大反感和不信任。

拜登在演講中表示要對阿富汗戰爭總結反思。事實
上，面對這樣的窘境，美國也確實應該深刻反思了，

尤其要真正汲取慘痛教訓，否則歷史必定會重演。不
斷尋找新的戰略對手和軍事敵手，只會讓美國製造更
大的戰爭悲劇，更給世界和人類帶來種種災難。

刻意發動戰爭只會為慘敗鋪路
有幾個重大問題，是美國當局繞不過的：
一是美國究竟為何要悍然發動對阿富汗的戰爭，難

道真的是為了報復美國「9．11」事件的兇手？當初
執政的塔利班政權並非不配合，而只是要求美方提供
所指稱的「基地組織」等極端組織頭目策劃、製造
「9．11」事件的具體證據，但美國至今也拿不出
來，卻指責塔利班窩藏庇護其所名列的恐怖分子，這
在道理上和國際關係中能說得過去嗎？

二是美國以反恐為名向阿富汗大肆派兵，駐軍長達
20年，難道一場針對阿富汗境內的恐怖分子的戰爭需
要20年嗎？難道美國不是出於別的戰略目的企圖？

三是美國不斷對外軍事干預和發動戰爭，但從朝鮮
戰爭以來，美國在這些軍事行動和戰爭中，表現越來
越失敗，最終連僅有數萬人的阿富汗塔利班也鬥不
過、打不過，要極其狼狽地撤出阿富汗，甚至最終不
得不求助於阿塔的保護才勉強完成從阿富汗的全面撤
離。美國究竟輸在哪裏，是軍事能力還是國際道義的
完全缺失？

四是美國自以為是，在別國套用美國政治模式，推
廣美式民主人權價值觀，全然不顧其他國家的國情，
這種強權政治能得逞？能持久嗎？

五是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總是在世界上製
造對手敵手，不惜發動戰爭，美國既害了自己，也害
了別人，美國最終得到了什麼？這種惡劣難道還要在
印太地區重演嗎？如果重演，美國能不再次徹底慘敗
嗎？

不要相信拜登會真的認真反思阿富汗戰爭，拜登的
反思主要是為了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前任。如果美國上
下尤其是當政者不真正深刻反思，洗心革面，美國不
僅在過去的戰爭中是敗將，此次在阿富汗輸得精精光
光，今後也必將輸得更慘。

浦 江 東南大學國際戰略智庫研究員

阿富汗戰爭敗局 美須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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