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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禍港非一日半日，所造成的傷害也越來越多。
他們聲言要爭取民主，但卻帶頭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
決議案，令香港民主毫無寸進；他們聲言要為市民服
務，但卻在立法會內拉布、點人數、製造流會，浪費
寶貴的時間和大量公帑，多項民生議案也因此無法推
展；他們聲言從政者要比白紙更白，卻被揭發疑似收
受「黑金」，至今市民仍未明白前因後果；他們聲言

要社會和諧穩定，卻先後推波助瀾，促成違法「佔
領」、旺角暴亂，挑起社會的對立情緒，令香港的治安
和經濟大受打擊；他們聲言要保護下一代，卻只見下一
代在他們的縱容下變得越來越激。這樣的反對派對香港
社會而言，實在一個也嫌太多。如果這些破壞者，今年
當選為立法會議員，香港的未來，實在不敢想像；他們
帶來的惡果，香港人被迫要吞下。 ■記者 鄭治祖

拉布、點人數、流會，近年在立法會內屢見不鮮。反對派
藉此拖垮特區政府施政、撈取政治本錢，最後浪費寶貴公
帑、漠視民生需要。據立法會秘書處統計，立法會大會在過
去4年會期內，點人數高見近1,500次，流會創紀錄達18次，
兩者最少虛耗會議時間450小時，單是計算秘書處提供服務的
每小時平均估算開支，已浪費公帑接近1億元。

多項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法案，包括修訂醫生註冊
條例及消防條例、訂立
私營骨灰龕條例、版
權條例等，均因為
拉布而要推倒重
來。換言之，延誤
消防安全審批、
保障病人及家屬
的醫療權益，以
至規管逝者安息
之所和涉及版權
的行業發展，還
不知要拖到
何年何月。
其他的一些

恒常的開支撥款，如高等院校的資助等，近年也被反對派拉
布拉到危機浮現，對院校造成滋擾。
在芸芸拉布者中，激進派議員梁國雄、陳偉業、陳志全和

黃毓民等「拉布主犯」，為了拉布不惜將消防開支削至0元的
鬧劇亦敢上演，但其他反對派議員要麼附和、要麼縱容，又
或者就個別議題節外生枝，完全沒有顧及市民利益。如果這
些人繼續留在議會，拉布的鬧劇只會繼續上演，甚至愈演愈
烈。無論是關乎民生福祉、經濟發展的政策及措施，將會繼
續受到拖延，香港將停滯不前，受害的只會是普羅市民。

瘋狂拉布 窒礙經濟民生

2014年長達79天的違法「佔領」即將兩周年，但事件對香港法治、治安、
經濟、國際形象等方面造成的損害，依然令不少香港市民感到痛心。違法
「佔領」在反對派推波助瀾下，一直未能獲得社會關注，但教協就率先推出
「佔中教材」向學生「埋手」，仍未有太大回響，最後只好以「學生」打頭
陣，硬闖政總東翼前地，正式拉開違法「佔領」的序幕。
當時，金鐘、旺角、銅鑼灣的主要幹道被障礙物阻塞、被零星的示威者霸佔，
香港的法治、社會秩序、經濟、城市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和衝擊。「佔領」更挑起
社會的對立情緒，反對派大力抹黑警方，仇警情緒至今在激進年輕人之間仍然普
遍，而學生之後動輒違法、衝擊、圍堵，可見「佔領」為社會遺下極大惡果。
違法「佔領」期間，只有建制派譴責不法行為，勸年輕人和平散去，但反對

派則紛紛推波助瀾，戴「黃絲帶」、打「開口牌」表示支持。在「佔領」清場
當日，一眾反對派議員雖然被嘲做騷，但仍然堅持在清場一刻到場「留守」，
最終「成功被捕」，不少人現在都參加了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更有人以此為
「光環」，包括「香港眾志」羅冠聰；民主黨涂謹申、許智峯；「工黨」李卓
人、何秀蘭、張超雄；公民黨陳淑莊、毛孟靜；社民連梁國雄；「人民力量」
袁彌明、陳志全；教協葉建源，「文化監暴」周博賢等。
一旦這些人在立法會當選後，等同認同這些人蔑視法治的態度，日後只會變

本加厲，香港將永無寧日。

激進分子鼓吹「港獨」，在大專院校內以言論自
由為「擋箭牌」，肆意向年輕人播「獨」，聲稱要
以「武力革命」推翻「不義政權」。不少反對派中
人向來以迎合「最大聲的言論」為上，對於「港
獨」這個議題，有人鼓吹、有人暗暗推動，也有人
口裡說不，行動卻支持。
在反對派陣營中，有一開始就聲言要推動「港

獨」的「香港民族黨」，也有從激進「本土派」變
成主張「港獨」的「本土民主前線」。有人「明
獨」，也有激進「本土派」言辭閃爍去「暗獨」，
例如獲「本民前」過票的「青年新政」，就推出所
謂「自決公投」，將「港獨」列為其中一個選項，
並說要在社區慢慢「推動」。
「熱普城」則以所謂「永續基本法」為「政治修

辭」，聲言要「全民制憲」，其中的核心人物及支
持者已多次明示暗示稱這根本與「港獨」無異。同
時，傳統反對派中的所謂「中青代」，包括公民黨
的陳淑莊、譚文豪、楊岳橋及民主黨中人早前也發
表所謂的《香港前途決議文》，聲言香港要「內部

自決」云云。
「港獨」的違法激進主張，令社會上的激進舉動

也偏多，動輒恐嚇、網絡欺凌，並密謀作出更大的
暴亂等。現在，有人更將「獨」手伸向中學校園，
令人擔憂這般暴力潮會否湧向中學。到底香港市民
是否要繼續容忍，有人以「言論自由」為幌子，荼
「獨」香港的下一代呢？

今年農曆新春佳節，一眾暴徒在旺角生事，稱
要為小販「出頭」，包圍食環署人員，終在年初
二的凌晨擲出第一塊磚頭、打倒第一名警察、燒
起第一道火光。10小時的暴亂，遺下旺角街頭的
滿目瘡痍，處處爛地、東歪西倒的路牌和垃圾
桶，及燒焦的痕跡。根據統計，事件造成逾百警
員、記者、市民受傷，當中91人為警員；被破壞
的路面面積110平方米，在15處地方逾2,000塊
地磚、6個路牌、75個垃圾桶及2部警車被毀；
也有個別旺角檔口和的士在事件中無辜受累。事
件中不乏「本土民主前線」等人的身影。事件至
今拘捕了84人，年齡由14歲至70歲，其中51人
被落案起訴及上庭應訊。
其實，自從2008年立法會會議廳內掟出第一隻

蕉，年輕人也漸漸開始模仿當中的隨意滋事的手
段，至近年社會上的暴力場面越趨常見，反對派難

辭其咎。近年立法會每逢重要會議，必有擲物、辱
罵或衝擊的場面，以往掟文件、掟道具，近期已變
成圍主席台、向特首掟玻璃杯。
議會內激進手法增多，議會外的群眾也越來越容

易起鬨。不論是前年6月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發展
前期工程撥款，又或者違法「佔領」期間，均出現
示威者衝擊立法會的場面，有人強行撬大門；有人
用鐵馬或磚塊猛烈衝擊，令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和
牆遭到損毀；也有人衝擊警方防線，場面失控。去
年底立法會處理《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當日，大樓示威區一個垃圾桶晚上突然起火，並曾
發生小型爆炸，部分疑犯為激進「本土派」組織
「勇武前綫」成員，可見暴力行徑已越來越激。
現在，反對派候選人「明獨暗獨」，在他們當選

後，會否再鼓吹、煽動、縱容更進一步的「街頭抗
爭」？相信這是大家需要思考的問題。

2014年7月，署名為「壹傳媒股民」的網民向包括
香港文匯報在內的香港主要報章，披露壹傳媒集團前
主席黎智英近年來向反對派議員和政客「豪捐」4,000
多萬港元的實況，為「捐款門」醜聞揭開序幕。黎智
英事後直認不諱，稱部分給予反對派議員的獻金，是
用作支援反對派議員參選的選舉經費，其中公民黨梁
家傑和毛孟靜、工黨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民主黨
涂謹申均涉事，有市民更就此事向立法會投訴及到廉
署報案，惟有關人等仍然逍遙法外。

不過，在反對派議員劉慧卿、郭榮鏗、范國威的包
庇下，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放生」5
人。對於有反對派議員將所謂「捐款」「袋住先」或
「自己袋」都無事，社會各界都感到不可思議，擔心
日後立法會再無規矩可言。
不過，梁國雄今年6月也因為另一筆款項被廉政公

署正式落案起訴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控罪指，
梁國雄身為立法會議員，涉嫌於2012年5月22日至
2016年6月23日期間，在執行其公職過程中或在與其

公職有關的事上，沒有向立法會申報或披
露，或向立法會隱瞞他於2012年5月22日
透過Mark Herman Simon從黎智英處接受一
筆25萬元的款項，案件定於9月30日預審。
此外，「佔中三丑」戴耀廷等人也被揭收取

「佔中黑金」，部分更流入香港大學校園之內，
至今捐款者依然身份未明，令大專學界陷入黑金危
機。未來，這些「黑金」會否繼續左右香港的未來，
就取決於選民明天投下的一票。

聲言要爭取民主的反對派，經常以「爭取雙普選」
為政綱，但當特區政府按人大「8．31」決定提出普選
行政長官的方案後，反對派議員卻群起反對方案，否
決政改，令香港民主進程停滯不前。
事實上，當時主流民意都認同政府所講的「袋住

先」，希望可循序漸進地推進香港民主。不同界別都
有人發表聯署、登報賣廣告去呼籲議員支持政改方
案，大家都希望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但反對派
依然一意孤行，紛紛投下反對票令政改方案無法通
過，令近在咫尺的2017行政長官普選夢落空，香港
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被無情扼
殺，立法會普選更變得遙遙無期。
雖然已令社會大多數人不滿，但反對派竟將責任歸

咎於特區和中央政府不肯讓步，並堅持欠缺法理基
礎的「公民提名」。他們更聲言，如果人大不撤
回相關決定，即使重啟政改，也會再次投反對
票。多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都希望明年新一
屆特區政府可以重啟政改，但倘這些否決方
案者進入議會，故伎重施，香港要循序漸
進達至全民普選，相信將成為難以實現的
夢。

近年香港社會施政嚴重困難，事事都政治化的反
對派議員正是當中原因。成立創科局是香港科技界
一個多年的心願，雖然現屆特區政府一上任已積極
籌組創科局，但在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的拉布之下，
創科局曾經一而再被拉布「拉死」。不過，特區政
府鍥而不捨向立法會重新遞交成立創科局的議案，
最終獲立法會通過，及在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果斷剪
布下通過了相關撥款草案才正式成立。
除了創科路被阻3年，多個民生相關議案也被拉
布。其中《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就是本屆審議最
長的政府法案，時間也是歷史之冠，一共審議了接
近149小時，單是表決1,192項修正案已經用了35小

時；在會期尾聲時，立法會審議《2016年
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本來支持
草案的反對派，聲言要「捍衛專業自主」
而轉軚反對，並與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
騮共同拉布，尤以公民黨最為落力。
在審議《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各反對派議員也紛紛為迎合激進網民
意見而轉軚，令香港的相關條例至今仍然無
法與國際接軌。其他被拉布而未能成事的議
題，還包括《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及
《2015年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
未來4年，還要繼續這樣下去嗎？

香港在背靠祖國的優勢下穩定發展，是國際公認的事
實，但香港的反對派議員經常從中作梗，做事「逢中必
反」，令兩地關係受損，破壞兩地市民的互信，更摧毀
香港的好客形象。
香港近年發展得極佳的旅遊業，個人遊是本地旅遊及
相關行業的重要支持，但反對派經常組織所謂「驅蝗」
及「反水貨客」的行動，其中藉北區「反水貨客」而知
名的梁金成，及公然發起相關活動的「熱血公民」今屆
也有參選。公民黨毛孟靜、「新民主同盟」范國威也落
力煽動反對自由行，並以「拖篋」行動醜化內地遊客。
對於所謂「反水貨客」的激進行為，反對派議員也從不
指責，反而稱警方「粗暴對待示威者」。
在反對派議員「雞蛋裡挑骨頭」的針對下，任何與內

地或國家政策沾上邊的，不論是幫助香港發展、惠及各
行各業和年輕一代的「一帶一路」相關措施，又或者校
園裡的「普教中」，都可以成為他們反對的目標。未

來，國家落實「十三五」規劃，以及「一帶一路」戰略
等，對香港而言本是拓新天的機會，倘繼續有反對派議
員從中作梗，香港「被邊緣化」之時還能怪誰。

法治是香港的重要基石之一，但反對派議員為達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無視法治精神，
鼓動年輕人犯法，自己更參與其中或提供協助。例如在前年政改一事上，反對派就為違法
「佔領」者保駕護航，並表態支持「佔領」行動，自己更落場做騷，例如民主黨何俊仁等
來自法律界的政客，竟然帶頭違反高等法院頒發臨時禁制令，更稱這是「被迫犯法」。
一眾反對派在清場一刻也不放棄上鏡機會，坐在前排等待被捕。不過，當有關方面作出

拘捕或檢控時，反對派中人就聲言這是「政治打壓」，完全不尊重香港的法治制度。
在較激進的暴行方面，當時仍屬公民黨的曾健超就曾在「佔領」期間向警方淋不明液
體，上庭時還獲公民黨眾人到場支持。在旺角暴亂一事上，公民黨楊岳橋更擔任暴徒的義
務律師，為他們提供幫助。濫用司法覆核亦是反對派常用的伎倆，反對派事事司法覆核，
每當敗訴時也浪費大量公帑。香港的未來，可以交託給這些蔑視法治的人手中嗎？

香港文化多元，包容不同的見解和立場，但反對派就破壞了這核心價值。在違法
「佔領」期間，反對派就發起以「黃絲帶」為個人社交專頁頭像、佩戴「黃絲帶」
等行動，以作出標籤與對立，嘲笑支持警方執法維護法治的「藍絲帶」為「港
豬」，今屆參選新西的「熱血公民」鄭松泰就是一例。「佔領」結束，社會上偶爾
仍見「鳩嗚」、「光復」等不明舉動，破壞社會安寧。
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重要角色，警方在反對派口中也不時被稱為「黑警」，只要

有示威者受傷，紛紛質疑是「黑警」「濫用武力」所為，煽動社會年輕一輩不尊重
警員、不尊重法治。就連商戶基於商業決定棄用個別明星為代言人，也遭反對派群
起抗議、杯葛、抵制，行為極其霸道。如果有關人等再佔據議會4年，香港社會的
撕裂勢繼續加劇，要維持香港的繁榮穩定，將會難上加難。

策動佔領
法治基石堪虞

明推暗撐「獨禍」蔓延香江

縱容暴力 旺暴隨時再現

續收黑金 港未來任操控

凡事皆反 民主永難寸進

阻撓發展 政治化更猖獗

煽動仇恨 割斷兩地親情

知法犯法
仇警陸續有來

撕裂社會
勢毀多元共融香港島候選名單

張國鈞、郭偉強、葉劉淑儀、黃梓謙、劉嘉鴻、何秀蘭、詹培忠、羅冠聰、沈志超、王維基、
徐子見、司馬文、許智峯、陳淑莊、鄭錦滿

九龍西候選名單
蔣麗芸、梁美芬、狄志遠、黃碧雲、毛孟靜、譚國僑、黃毓民、吳文遠、劉小麗、朱韶洪、
何志光、李泳漢、林依麗、關新偉、游蕙禎

九龍東候選名單
柯創盛、黃國健、胡志偉、陳澤滔、胡穗珊、譚香文、譚文豪、謝偉俊、呂永基、譚得志、
黃洋達、高達斌

新界東候選名單
陳克勤、葛珮帆、鄧家彪、容海恩、李梓敬、林卓廷、鄭家富、方國珊、張超雄、范國威、
侯志強、楊岳橋、梁國雄、陳志全、麥嘉、李偲嫣、廖添誠、陳云根、陳玉娥、黃琛喻、
梁金成、梁頌恆

新界西候選名單
梁志祥、陳恒鑌、麥美娟、田北辰、何君堯、周永勤、尹兆堅、李卓人、郭家麒、馮檢基、
黃潤達、黃浩銘、鄭松泰、黃俊傑、高志輝、朱凱廸、呂智恆、鄺官穩、湯詠芝、張慧晶

區議會（第二）候選名單
李慧琼、周浩鼎、王國興、涂謹申、鄺俊宇、關永業、梁耀忠、何啟明、陳琬琛

教育界︰
蔡若蓮、葉建源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馬逢國、周博賢

社會福利界︰
葉建忠、邵家臻、關銳煊、曾健超、黃成智

惡果11

惡果 22

惡果 33

惡果 44

惡果 1010惡果 99

惡果 88

惡果 77

惡果 66

惡果 55

■■立會拉布立會拉布「「四怪四怪」」

■■「「港獨港獨」」造勢集會造勢集會

■■旺角旺角「「暴亂暴亂」」之夜之夜

■■激進派欺凌內地購物客激進派欺凌內地購物客

■■否決政改否決政改「「群丑群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