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指上周六的財委會上，部
分議員已經「成功」阻礙審議，如果在18日的
會議，議員再阻礙會議進行，他將會打破僵
局，要求加強保安措施。對於立法會上的「暴
力拉布」亂象，有輿論認為「剪布」是促使議
會走向暴力的「導火索」，這顯然是顛倒因
果、混淆是非。「剪布」完全是因為有議員瘋
狂拉布，影響到議會的有效運作，是合理合法
的行為。如果硬將無理禍港的「暴力拉布」說
成是合法剪布的後果，無異於說「犯罪升級是
因為警察嚴厲執法」，邏輯非常荒謬。議會暴
力變本加厲，從「文鬥」升級為「武鬥」，根
本原因是拉布議員為選票、為黨派私利不擇手
段，「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不責怪「魔」，
反歸咎「道」，還有沒有公理？

上周審議高鐵追加撥款，議事廳內上演「暴
力拉布」，面對有反對派議員圍佔主席台，
向主席潑墨等暴力行為，不擇手段阻擾撥款
通過，財委會代主席陳鑑林不得不行使主席
權利，實施「剪布」，撥亂反正。有見於暴
力升級，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提出考慮加強議
事廳的保安措施，阻止議員衝向主席台，維
持議會秩序，這一決定合理合法。但有輿論
認 為 ， 加 強 安 保 措 施 無 助 「 疏 導 議 員 不
滿」，並將催生「暴力拉布」的原因歸咎於
「剪布」。這個邏輯的謬誤，首先是認同以
暴力表達不滿的合理性，將對錯性質不同的

問題強論因果；其次是刻意模糊「剪布」的
原因，不提「先有拉布，再有剪布」的次
序，結果就是美化了暴力，而「剪布」被潑
了「污水」。

近年來反對派拉布愈演愈烈，而且日趨暴
力，從濫用議事規則，一步步演變為「潑墨、
搶咪、圍攻主席」，鼓吹「無底線抗爭」。面
對議會拉布虛耗公帑和時間，拖延阻礙施政，
影響民生福祉，「剪布」是維持議會秩序的唯
一手段，合法合情合理。但如今反對派祭出
「剪布催生暴力」的謬論，將遏止拉布的剪
布，抹黑成為催生暴力的源頭，完全是混淆是
非。按照此邏輯，對待暴力拉布不應施加任何
約束鉗制，反而應該聽之任之，放任議會癱
瘓，才是消弭暴力的正途。但現實給社會的啟
示是，正是由於對拉布的一再容忍，反對派議
員才愈發變本加厲。

「剪布」和拉布，本應該清晰界定是非，卻
被似是而非的謬論混淆。對暴力行徑「包裝
和洗白」，對社會尤其是青少年的荼毒尤其
影響深遠。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任何人都不
能為表達不滿而訴諸暴力，即使冠以多麼崇
高的藉口，也無法改變暴力的本質。負責任
的輿論，應該傳遞清晰的信息：社會對暴力
零容忍，必須堅決反對、制止；如果發出相
反的信息，將對香港法治構成極大危害，埋
下巨大隱患。

將議會暴力歸咎剪布 邏輯荒謬
領展拆售藍田廣田邨商場後，新業主要求非牟

利機構租戶簽訂新合約，除了繳付低於市價的福
利租金外，需額外繳付一筆等於租金8成的管理
費。領展商場新業主「走法律罅」，向非牟利機
構租戶變相大幅加租，本身存在違反合約的嫌
疑，絕非「依約辦事」、「不停阻止」。非牟利
機構為基層市民提供便民服務，對促進社會和諧
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今機構因無力負擔昂貴租
金面臨被逼遷的危機，難免令地區民眾產生不
滿，領展稱管不了新業主，但政府絕對不能袖手
旁觀，必須制止新業主違反合約、重利忘義的行
為。

房委會2005年出售商場予領展時曾訂立契約，
列明為確保商場營運的社福及教育設施可繼續服
務市民，領展及其後業權繼承人必須以優惠租金
出租舖位予相關機構，租金已包括管理成本。房
委會當年與領展簽訂的契約特設此項條款，其
「立法原意」就是保護非牟利機構，以租金優惠
為他們創造寬鬆的經營空間，讓這些非牟利機構
能為當區居民提供長期穩定的服務。按照此「立
法原意」，領展商場的新業主須遵守房委會訂立
的相關條款，不能向非牟利機構收取福利租金以
外的費用。

可是，新業主一接手後，就因為契約內沒訂明
不能向非牟利機構收取租金以外的其他費用，立
即巧立名目徵收大筆管理費，房委會保護非牟利
機構的條款形同虛設。新業主的董事回覆有關大

幅加租事宜時還辯稱是「依約辦事」。房委會發
言人昨日澄清，根據房委會處理福利租賃的做
法，房委會只向有關非牟利機構收取優惠租金，
不會收取管理費。新業主向非牟利機構變相大幅
加租，究竟是依約還是違約，是否存在「走法律
罅」，一定要搞清楚，否則日後領展繼續將商場
分拆出售，類似的問題將陸續有來。

此次受加租影響的多間非牟利機構，包括健康
院、青少年服務中心、課餘託管中心及幼兒中心
等，這些社福機構對於社區服務很重要。因為這
些機構服務的對象是公屋居民，以廉宜收費的社
區服務滿足公屋居民的需要。這些社福機構以非
牟利為目的，難以負擔高昂租金，大幅加租等同
趕走社福機構，公屋居民從此失去就近、便宜享
用社區照顧的機會，難免會導致民怨。如今新業
主違約大幅加租，領展又指已將有關物業賣斷予
新業主，無法制止新業主的行為。既然房委會當
年出售商場予領展時曾訂立契約，保護社福機構
免受貴租之害，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就絕對不能
坐視不理，絕不能因為「商業行為」就放軟手
腳、放棄維護市民利益的職責。政府做與不做，
關係到市民對政府管治的信心，關係到社會的公
正、公平、和諧。

房署、房委會、社署應責無旁貸跟進事件，調
查是否有人投機取巧大幅加租，竭力制止損民自
肥的不道德營商行為。

（相關新聞刊A10版）

加租趕走社福機構 政府豈能袖手旁觀

傳揚國家信息 勿讓激進「講晒」
陳清霞：中央挺港堅定不移 各界應廣傳以正視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香港的激進「本土」分子近期在網上
散播所謂「勇武制暴」和「香港自決」等違憲、暴力宣傳，引起社會各界關注。本
身為大律師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在全國兩
會期間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中央在兩會期間多次表達了幫助香港發展的論述，反
映國家支持香港堅定不移。各界必須將國家的相關信息有效傳揚，不能被激進「本
土」分子壟斷話語權，也凸顯出國民教育不能因少數人反對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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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激
進青年近
期 鼓 吹
「港獨」
更參與旺

角暴亂，社會紛紛關注青少年
問題。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香
港中文大學建築學系榮譽兼任
教授林雲峰向本報指出，要處
理當下青少年問題，最重要是
特區政府要製造機會，讓青少
年有向上流的實在機會，當他
們感受到自己真能發揮所長，
衝擊社會的行為自可減少。
當講師20年的林雲峰近日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香港部
分年輕大學生高叫「港獨」，
反映少數年輕人心理有不滿，
但以他所接觸的大學生來看，
大部分人都不是這種想法，最
重要是給予年輕人機會，讓他
們生活充實，自然不會想歪。
他以建築行業為例，可舉辦

一些設計比賽讓他們有向上流
的機會，讓年輕人憑自己的本

事出來競爭，贏到就老老實實
做工程，讓他能在香港或廣
東，承接一些小型工程，展現
他們的能力。如此一來，「年
輕人不會鬧政府，因為你製造
機遇給他。」
林雲峰強調，特區政府對青

少年應持更正面看法。青年工
作不是嘴上講，搞幾個旅遊
團，搞晚宴，最根本的工作，
是他們的生活。

■記者 姚嘉華、張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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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建基於中醫理
論，文化悠久，保健
治病成效顯著，廣受
世界各地人民信任。
我國科學家屠呦呦憑

藉研究青蒿素醫治瘧疾的成果，獲得2015年
諾貝爾醫學獎，更再次令世人認識中藥效
用。中藥產品之中，中成藥泛指經過炮製加
工而成的中草藥藥材，包括按一定治病原則
調製的不同劑型的現成藥品，例如丸劑、散
劑和顆粒劑等。中成藥容易辨識，藥效穩
定，無論是購買、攜帶、服用都較為方便，
推動中成藥產品發展，是進一步推廣中醫中
藥的良好切入點。
內地與香港同文同種，都信任中醫中藥，
如果政府可以簡化註冊手續，減少貿易關
卡，將有利建立中成藥共同市場，為各自的
中成藥產業帶來雙贏。
目前，內地與香港各有中成藥註冊制度。

內地的相關規管機構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總局。根據《藥品註冊管理辦法》，境外

中藥商如果想將中成藥出口到內地，必先成
為原屬地區的合法製藥商，並且由其駐內地
境內的辦事處或其委託的內地境內代理機構
辦理輸入藥品註冊的手續。該等手續包括填
寫《藥品註冊申請表》，向國家食品藥品監
督管理總局申報「一般資料」、「藥學研究
資料」、「藥理及毒理研究資料」、「臨床
試驗資料」四類資料。而申請出口到內地的
中成藥，必須已獲得其生產國家/地區上市
許可，並附有符合當地及內地的藥品生產品
質管制規範要求的證明。
香港負責中成藥註冊事宜的是中醫藥管理

委員會轄下的中藥組，根據《中醫藥條
例》，中成藥若要獲得註冊，必須在藥物的
安全、品質及成效三方面符合中藥組的要
求，而對於申請進口到香港的中成藥，中藥
組會檢視有關藥品的製造方法、標準及環境
狀況，並且可能要求藥品製造商承諾准許當
局巡查有關藥品的製造設施及流程，製造商
亦要承諾遵守中藥組訂立的任何其他條件，
而有關藥品的製造也要滿足相關來源地的法

規要求。另外，該等外地製造的中成藥應由
進口商，或外地製造商的本地代表或代理提
出註冊申請。
由此可見，兩地的中藥商如果想將某種中

成藥出口到對方境內，必須先在原屬地區註
冊，然後再向對方境內的規管機構申請註
冊，等於經過兩重關卡。

倡漸進互認中成藥註冊結果
我們建議內地與香港逐步互相承認中成藥

註冊結果，某種中成藥如果已經在一地成功
註冊，其出口到另一地時則可獲豁免在另一
地再次申請註冊。在這種新措施推行初期，
可以試驗形式，先由內地承認香港的中成藥
註冊結果，然後再循序漸進達至互相承認。
另外，應推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中成藥業

界交流，包括合作舉辦研討會、展覽展銷會
等，為兩地業界合作建立平台，同時利用香
港在對外市場聯繫方面的優勢，共同推廣中
醫中藥文化，鼓勵更多人選用中成藥產品，
並將中成藥產品推向海外市場。

簡化兩地註冊 助中成藥業雙贏

激進「本土」分子假借「本土」鼓吹「港
獨」。陳清霞在訪問中指出，在今年全國兩

會期間，中央多份重要文件均強調「嚴格依照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陳清霞指出，每個國家都有
憲法，香港作為中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港
人認識國家憲法是最基本的要求。

中央重申方針 港應全面認識
她指出，中央關於依照憲法辦事的說法，寫得

很清楚。在長期強調「兩制」的情況下，現在一
提憲法，有人就以為是「一國兩制」發生「變
化」。事實是，一些人搞「港獨」才要破壞「一
國兩制」，中央只是重申原有對港方針政策，希
望港人全面和貫徹認識「一國兩制」。

聚反「獨」正能量維護憲法
陳清霞慨嘆，香港有一些人走上歧途，背後又

有其他勢力推動，立心要危害國家安全，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要防止這些主張變本加厲，就要在
社會匯聚更多不同意「港獨」的正能量，說明國
家發展的機遇和維護憲法的重要性。
「兩會期間看到，不論政府工作報告、國家
『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等文件都提到要幫助香
港謀發展，說明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堅定不移。」
她說。

勿因少數人反對便不推「國教」
她說，這些國家信息需有效發放，不能被激進

「本土派」的錯誤主張壟斷話語權。同時，旺角
暴亂的發生，反映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的重要性，
不應為迴避少數反國民教育的人就不推行。「國
民教育不是政治宣傳，它對國家體制、發展和變
化等均有全面說明，目前更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
學習和引導。」
旺角暴亂的暴徒雖只是一小撮人，但其中不少

是年輕人，陳清霞強調， 在加強法治教育的同
時，也要考慮到社會因素，不應過於斥責年輕
人。
她解釋，互聯網世界令青少年面對面溝通機會

減少，而學校和家長目前仍普遍存在精英主義，
期望學生和子女上最好的大學，修讀專業學系，
畢業後有一份好工作，令學生易有挫敗感，感覺
不受重視，感覺被社會排斥，不願聽自己的訴
求。
在這種情緒下，外部勢力有機可乘，以所謂社

會公義、公平，煽動這些不得志的年輕人自己
「平反」，結果很易導致暴力發洩不滿情緒。
陳清霞建議，香港社會應注意學生的獨特長

處，因勢利導，讓青少年都有均等機會發揮所
長，貢獻社會，暴力行為自可減少。

全國兩會審議的國家「十三五」
規劃綱要草案有關香港的章節中提
到，支持香港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陳清霞在訪
問中指出，要在全球多個國際仲裁

中心中突圍而出，香港有國家扶持，但仍需靠自身努力，
港人要珍惜法治核心價值，向違法行動說「不」，切莫讓
得來不易的國際形象毀於一旦，失去仲裁中心優勢。
陳清霞在訪問中說，國際社會公認香港法制健全，香港

建立國際仲裁中心已有先天的國際條件，加上「一帶一
路」未來可能面對沿線多國的商貿法律糾紛，「十三五」
支持香港作為第三方的仲裁中心，完全發揮了香港在法制
上的獨特優勢。

雖然國家支持香港設立國際仲裁服務中心，但陳清霞認
為，瑞典已是著名的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也一直力爭國
際仲裁中心地位，香港要在全球的仲裁中心中突圍而出，
仍要靠自身努力。

嘆暴亂損港國際形象
她說，香港近來發生「佔領」行動和旺角暴亂等違法事
件，縱使國際社會理解事件不代表大部分港人，仲裁中心
亦主要處理投資經貿、金融方面的問題，不受政治問題影
響，不過，暴亂始終影響香港整體國際形象，沒有好處。
陳清霞認為，香港的國際形象得來不易，為建立香港的

國際仲裁中心地位，港人不能再任由違法事件動搖法治核
心價值。 ■記者 鄭治祖

珍惜法治 力保仲裁優勢
����

■■陳清霞指不能讓陳清霞指不能讓「「本本
土土」」分子壟斷話語權分子壟斷話語權。。

鄭治祖鄭治祖攝攝

■■香港有一些人走上歧途香港有一些人走上歧途，，破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壞香港繁榮穩定。。圖為當日旺圖為當日旺
角暴亂角暴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雲峰林雲峰 鄭治祖鄭治祖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