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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護憲法就要尊重共產黨的領導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認同「一國兩制」首先必須認同「一國」，

勢，概括為理論優勢、政治優勢、組織
優勢、制度優勢和與人民群眾密切聯繫
的優勢。這一概括具有極為重要的意
義。

擁護憲法就要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要尊重共產黨領導的中央

執政黨在自己領土被污名反常

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但是，在反對派長期的污衊之下，中
國共產黨在香港被污名化，似乎成為了
一種不能公開談論的「禁忌」，「染
紅」也成了對「一國兩制」和國家執政
黨「高級黑」的伎倆。香港反對派一邊
享受中國共產黨提出和貫徹的「一國
兩制」的種種好處，一邊謾罵和污名化
中共，甚至掀起港式麥卡錫主義鬧劇。
麥卡錫主義是在 1950 年代初煽起的
美國全國性反共「十字軍運動」，麥卡
錫主義盛行之時期，是美國歷史上最黑
暗的時期。近年來在香港，港式麥卡錫
主義鬧劇已經上演了幾次，反對派政客
不時指稱一些建制派人士是共產黨員，
借機攻擊國家執政黨，企圖利用香港某
些市民的「恐共心理」，煽動港人與中
共領導的中央政府對立，藉以攫取政治
利益。
所謂「恐共心理」，回歸前是由於香
港部分市民不了解中國共產黨，以及殖
民統治者渲染香港回歸中國的「災難

香港回歸祖國，是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從整體而言，當
然也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一國兩制」就是中國特色社會

12 月 4 日是「國家憲法日」，香港首
次專門組織紀念「國家憲法日」座談會
等活動，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在香
港舉辦的「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上指
出，香港在回歸後，在國際政治版圖上
已成為「紅色中國」的一部分，不存在
是否染紅的問題，因為「香港本來就是
紅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香港，本來就
是天經地義的。

中共贏得世界人民高度評價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就是納入到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體系和國家的治理體
系。香港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密切相
連，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也是密切相
連。儘管香港不適用社會主義制度，但
必須尊重、認同國家主體依照憲法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以及憲法規定中國共產
黨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並開創了中國改革開放大業，贏
得了世界人民的高度評價。中國共產
黨經過不斷探索，找到了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道路，十九大作出了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政治論
斷，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美國國際問題專家威廉
．鍾斯指出，從十九大可以看出，中
國執政黨致力於為人民利益服務，中
國會成為一個典範，會積極地發揮它
在世界體系中的作用。十九大讓國際
社會看到了一個開放自信的中國共產
黨，看到了一個昂揚奮進的中國。
歷史已經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對
包括「一國兩制」在內的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事業，不僅是必要條件，而且是
最大的政治優勢。習近平總書記曾把中
國共產黨經過長期奮鬥形成的獨特優

林卓廷洩密 必須予以追究

明顯觸犯防止賄賂條例
這不單可能影響廉署的調查工作，更破壞
廉署多年辛苦打造的「廉署保密、密密實實」
的金漆招牌，林卓廷亦可能干犯了「披露受
調查人身份等資料」的罪行，根據《防止賄
賂條例》第30條，任何人士（包括舉報人）
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不能向其他人士
披露有關貪污案件的調查內容及受調查人士
的身份，一經定罪，可被判罰款2萬元及監
禁一年。因此，廉署有必要徹查林卓廷涉嫌
洩密事件。

「廉署保密，密密實實」，這句膾炙人
口的廉署宣傳口號，相信香港人都耳熟能
詳。廉署一直表示，自己有一套嚴謹的程
序和措施，保密舉報內容及舉報人身份；
又指出所有舉報資料只會放在機密檔案
內，只有獲授權人士才可接觸、查閱檔
案，舉報人無須擔心個人資料或投訴資料
外洩。正因為廉署這個保證，令很多人樂
意舉報貪污，使香港成為廉潔之都。
當然，除了廉署行政措施上的保障外，
再加上上文所述的法律明文規定禁洩密，
違反者會被檢控及遭受重罰，雙重保障
下，確實使向廉署舉報的市民放心，這是
廉署多年來能有效打擊貪污的關鍵。廉署
對舉報及調查保密，一來保障舉報者的安
全；二來防止被舉報者預早知悉被調查而
毀滅證據，以免調查工作受干擾；三來保
障被調查者的私隱及聲譽，對各方都有好
處。
林卓廷公然洩密，明顯觸犯《防止賄賂
條例》第 30 條，就算沒有人舉報，廉署也
有責任主動徹查事件，找出並嚴懲內部洩
密者，以堵塞漏洞，並檢視所有證據，考
慮對林卓廷採取法律行動，追究其刑事責
任，讓公然蔑視法律的人得到應有的法律
制裁，亦向社會傳達一個強烈的信息，就
是廉署有決心及能力打擊洩密者，保護舉
報貪污的市民安全及被查者的聲譽，表明
決不容許內部人員洩密，肆無忌憚破壞廉

署行之有效的保密制度，維護公眾對廉署
的信心及信任。
林卓廷身為立法會議員，無視法律，多
次公然違反法律規定洩密，他只顧私
利，撈取政治本錢，無所不用其極，作
出損害廉署公信力的言論，不顧港人利
益，行為自私自利，實愧對選民及市
民。但奇怪的是，時至今天，特區政
府、律政司、廉署對林卓廷的洩密行為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究竟是縱容犯
罪，還是怯於執法？不得而知。但有一
點可以肯定，廉署的不作為，肯定對其
形象帶來極為負面的影響。

市民支持依法追究
執法不公，何來要求其他人遵守法律、
尊重法律？廉署要維護自己的尊嚴，維護
多年辛苦建立的公信力，就必須嚴格執
法。立法會議員並無刑事豁免權，如果有
充分證據顯示其涉嫌犯罪，就應拘捕調
查，讓違法的人逍遙法外，港人都會覺得
十分氣憤。大家會問，林卓廷有何特權？
為何廉署不執法？
赤裸裸的違法行為，必須予以追究，才
可彰顯法治，重建特區的管治威信，不然
就會損害政府、廉署的權威和形象。只要
依法辦事，公正執法，大多數香港人都會
支持，特區政府和廉政公署，有什麼好顧
忌？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羅黃內鬥不用多久就會爆發
而且，在香港島的政治光譜中，反對
派的優勢也在不斷收縮，上屆立法會選

■周庭是黃
之鋒碩果僅
存的親信，
「 香 港 眾
志」已經分
崩離析。
舉反對派在港島已經沒有優勢，基本與
建制派平分秋色。「香港眾志」前一段
時間又屢爆醜聞，黨內接連爆發權鬥、穿
櫃桶等事件，「民主小英雄」都變成了
「民主政棍」，加上羅冠聰、黃之鋒的激
進作風中間市民未必受落，「香港眾志」
在港島還有多少號召力、能否吸納中間選
民並不樂觀。所以，這次周庭出選無疑
是具有一定優勢，至少不如新東、九西
般反對派鬥得你死我活，但是否坐定粒
六也令人存疑。
隨周庭出選，「香港眾志」亦完成黨
內重組，林淳軒被革走之後，黃之鋒隨即
委派兩名外界連名字都未聽過的人進入執
委，當然這些人都是黃之鋒的親信。而羅
冠聰女友袁嘉蔚亦上位為副主席。一個所

王志民主任特別指出，憲法第一條開
宗明義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
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這一條對
特區同樣適用，「儘管香港不適用社會
主義制度，但必須尊重、認同國家主體
依照憲法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尊
重、認同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重大的國家制度體
制。」
自從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特別是香
港回歸以來，反華勢力就不斷鼓吹「中
共滅亡論」和「中國崩潰論」。然而，
中國共產黨不僅沒有被罵倒，相反不斷
壯大；中國不僅沒有被唱衰，相反愈益
強盛。
香港激進反對派和「港獨」勢力排斥

葉順興 全國政協委員 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周庭出選無優勢「香港眾志」
「家天下」
「香港眾志」公佈周庭將出選明年港島
區補選，而本來呼聲甚高的羅冠聰女友袁
嘉蔚，經黨內協商後最終還是被勸退改由
周庭披掛上陣。據悉，「香港眾志」主要
是考慮到周庭在「學民思潮」時期，已與
黃之鋒等人一同活躍於社運界。其次，由
知名度較高的周庭出戰，較能廣納整個反
對派光譜的選票云云。當然還有一個原因
沒有說出來，就是周庭屬於黃之鋒派系，
也是黃之鋒目前在黨內碩果僅存的親信，
如果周庭不能出選而由袁嘉蔚上陣，黃之
鋒在黨內的影響力必定會大幅萎縮，被羅
冠聰反壓過來。因此，黃之鋒一直全力推
動周庭參選，最終成功迫退袁嘉蔚。
無疑，在現時「香港眾志」的潛在人選
中，周庭具有最高的知名度，但亦不過是
蜀中無大將，周庭作先鋒而已。論政治歷
練，周庭只是小學生，她甚至得不到激進
派的支持，原因是在非法「佔中」期間，
周庭是第一個表示自己因為心力交瘁，要
退出行動的領袖，而她亦是其中一個沒有
被拘捕的「學民思潮」領頭人物。為此，
激進派一直視周庭為「逃兵」，不少「港
獨派」也對這個沒有戰績、沒有水平而暴
得大名的周庭嗤之以鼻，不可能會全力支
持。至於傳統反對派，雖然與「香港眾
志」較為友好，但不少老將如何秀蘭等仍
存有「敗部復活」的希望，周庭落敗反而
有利他們將來參選的空間，會否盡力拉票
也是可想而知。

強化憲法意識 尊重中共領導

「一國」、抗拒中央、
搞所謂「本土自決」、
「香港獨立」，用各種
歪理邪說來否定、詆毀
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
管治，否認香港是國家
一部分的事實，有些人
甚至採用激進或暴力方
式，將分裂主義企圖訴諸於行動，企圖
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等重大的國家制度體制。不管
這些人打出什麼旗號，偽裝成什麼理論
和口號，必須毫不猶豫地予以反對和遏
制。
國家 主 席 習 近 平 視 察 香 港 期 間 指
出，要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
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他強調這是「一國兩制」實踐的必然
要求，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維護
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香港首次舉行
紀念「國家憲法日」活動後，應進一
步加強對憲法的學習，強化憲法意
識，尊重憲法，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
導，切實維護憲法的最高權威地位，
真正理解由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
港憲制秩序的法治基礎，確保「一國
兩制」在香港持續成功落實。

向瀆誓政客追回薪津何來
「迫害」

黃國恩 執業律師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
罪」，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這是法治的基石，也
是香港的重要核心價值。
近年，民主黨林卓廷一
而再、再而三地向傳媒披
露所謂廉政公署的內部消
息，包括一些案件的調查內容及被調查對
象。如果他披露的是不盡不實或者是道聽
途說的消息，則有干擾廉署調查之嫌；最
近民建聯議員葛珮帆向政府質詢有關廉署
資料被洩露的問題時，林卓廷竟在立法會
大會上親口承認，其所披露的調查細節的
確真實無誤，這就使人懷疑，廉署內部可
能有害群之馬故意洩密，長期把有關資訊
交給或講給林卓廷知道，如果真的是這
樣，事件就相當嚴重。

論」而產生的。回歸後是反對派對中國
共產黨長期的污名化，他們不斷給港人
洗腦，令香港一些不太了解國家、國情
的人，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負面的觀
感。一個國家的執政黨在自己的領土上
被污名化，甚至連提也不能提，否則就
會被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這是極端反
常的現象。

謂政黨，政黨正副主席竟然是情侶關係，
甚至由男友委任女友成為副主席，這樣的
政黨倒真是聞所未聞。正副主席是情侶，
而其他執委又是黃之鋒的親信，「香港眾
志」明顯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家天下」
政黨，他們經常批評特首選舉是小圈子，
但在全世界有比「香港眾志」還要「小圈
子」的選舉嗎？這樣的政黨還口稱民主，
確實是民主的最大諷刺。
經此一役，「香港眾志」內部基本上達
成了政治平衡，兩大陣營平分天下，羅冠
聰情侶檔，黃之鋒兄弟班，誰也壓不過
誰，但誰都希望主導整個黨，羅黃的內鬥
看來不用多久就會爆發，當然還要看周庭
能否順利取得議席，如果周庭落敗，黃之
鋒在黨內的形勢就會相當不妙了。

「政治迫害」近年成為
反對派的「萬能 key」，
當警方按程序處理反對派
的違法集會和衝擊，他們
稱警方「政治迫害」。當
「雙學三丑」被上訴庭改
判即時監禁，他們稱法庭
「政治迫害」。日前，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決定向因瀆誓案喪失議員資格的梁國
雄、羅冠聰、劉小麗及姚松炎追討薪津，
反對派又打鑼打鼓，宣稱行管會「政治迫
害」。
香港是法治社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對基本法 104 條的釋法規定，宣誓是公職
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而高等
法院今年七月裁定四人宣誓無效，換言
之，四人從來不是合乎法律規定的立法會
議員，既非議員，自然沒有理由支取薪
津。行管會的追薪決定合法合理，又何來

「政治迫害」？
被追薪者當然有權不服，但他們理應循
法律途徑提出理據，而非以所謂「政治迫
害」的指控作為護身符，信口開河煽動民
情向行管會施壓。事實上，公眾對反對派
政客那種一張嘴就高呼「民主自由」、
「違法達義」，惟當要承擔罪責時卻「側
側膊」諉過他人的嘴臉，已經心生厭煩。
一旦瀆誓四人聲大夾惡便可以有法不依，
任由公帑被濫用，更加是對守法者和納稅
人不公道。
一場政治鬧劇，瀆誓四人失去了高薪玩
拉布的「筍工」，還欠下一屁股債，並製
造了修改《議事規則》的大好良機，難免
心有不甘。惟他們只能怪自己玩得太盡，
引火燒身，絕不能再耍賴皮向他人潑髒
水。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究竟真的有
「政治迫害」還是有人「妄想被迫害」？
所謂瞎子吃餛飩，香港市民心裡有數的。

參考海外專家報告 加強精神科住院服務
鄧麗華 醫生 醫院管理局精神科統籌委員會主席
醫院管理局今年五月邀請兩位曾任職英
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的專家來港參與檢視
精神科服務的發展，我們一個專責小組當
時亦特別陪同兩名專家前往十間設有精神
科病房的醫院探訪，並與前線醫護人員及
病房管理層，了解病房的運作情況，以及
前線人員所面對的挑戰。
多年來，醫管局一直積極改善公立醫院
的精神科服務，以配合本港服務需求的不
斷增長。考慮過專家提出的意見後，醫管
局精神科統籌委員會決定針對現時的服務
架構、人手、培訓發展等不同方面作進一
步改善。透過周年工作規劃，增加精神科
病房的相關資源及人手；亦會加強醫護人
員的專業培訓，例如加強辨識高危病人評
估的培訓，而醫院間又會分享可行及適切
的病房管理及運作措施。
另外，硬件方面的配合亦是不可或缺，
醫管局會透過醫院重建及裝修工程，改善
精神科病房的設計及環境，包括已經開展

重建工程的葵涌醫院，以及預計於 2021 年
動工的聯合醫院重建工程。
今年較早前，精神科病房內間中發生不
恰當行為，例如一些非禮事件，我們一直
十分關注。對於病房內發生有意圖或有計
劃的非禮行為，醫管局會採取零容忍的政
策，即時報警處理。事實上，早前當發生
個別事件後，醫管局已即時調配人手加強
巡查；適當加裝監察措施包括閉路電視及
凸面鏡，同時重新檢視現時安排臨床上有
需要病人入住獨立病房的評估準則，以確
保病人安全及私隱。
其實有些病人作出一些不恰當行為例如
輕微身體觸碰，可能並不是有意圖，而
是由於精神病徵狀所誘發，個別精神病
患人士會出現過分熱情或過分活躍的情
況，前線醫護人員會特別留意這種情
況，若發現病者因病徵誘發而作出輕微
的不恰當行為，便會對應作出適切的臨
床跟進治療。

認真履行憲制責任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李卓 武漢大學深圳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生
十九大報告將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
祖國統一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基本方略之一，充分體現了國家對「一國
兩制」繼續貫徹和有效實施的決心。並專
門強調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何謂特區政府的
憲制責任呢？從根本上講就是特區政府有
責任積極作為，貫徹實施「一國兩制」，
可以分為兩個主要方面，即堅持「一國」
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維
護「兩制」特色保持特區的繁榮穩定可持
續發展。
由於香港和內地間在發展水平、經濟制
度等方面存在諸多現實差異，香港應充分
發揮自身優勢，把握好新時代的機遇，積
極快速地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才能永葆
發展的活力，實現長久的可持續發展。然
而，在一些單純的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合作

上卻同樣出現了部分人帶有政治目的的人
為爭議和阻擾。在香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
「一地兩檢」模式通關安排的過程中，一
些人為了反對而反對，通過拉布手段浪費
立法會資源，罔顧香港未來的發展和國家
發展的大局。
保證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可持續發展，
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區的另一憲制
責任，特區應該進一步凝聚共識，減少無
謂的政治內耗，在國家新時代發展格局
下，採取各種積極舉措融入國家發展的大
局。這是香港自身繁榮穩定的需要，也是
推進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歷史責任。一
個統一而強大的中國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基
石，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所在。香港履
行好自己的憲制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和民
族尊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保持
繁榮穩定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