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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補選須拒「獨」驅「獨」
楊志強 資深評論員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立法會補選周日舉
行，反對派眾候選人
已 經 露 出 與 「 自
決」、「港獨」互相
勾連的面目，其中九
龍西候選人姚松炎聲
言各反對派候選人
「已經有共識要支援
『抗爭者』」，新界
東候選人范國威亦承
諾支援旺暴入獄的

社會各界認為，「自決」與「港
獨」同類，均已違反參選資格，雖然
有關人等拿到參選入場券，但不代表
可以公然「播獨」，現鐵證在眼前，
選舉主任應履行職責，重新檢視這些
人是否還有資格參選，拒「獨」於立
法會門外。若周日仍然出現「三區三
獨」的情況，廣大選民應用選票懲罰「港獨」、「自
決」分子，遏止他們混入立法會。拒「獨」驅
「獨」，所有真心希望香港好的選民責無旁貸，選民
必須慎重其事，在即將到來的補選中，為香港、為自
己、為下一代投下負責任的一票。

「三區三獨」各有前科
一些鼓吹宣揚煽動「自決」、「港獨」的人，包括
被法庭DQ的人，如今欲借補選企圖躋身或者捲土重來
混入立法會，再把神聖的立法會議事堂變成「自
決」、「港獨」的宣道堂，把香港變成鼓吹分離主
義、顛覆內地制度的橋頭堡。
姚松炎與「港獨」、「台獨」勢力過從甚密，他比
「香港眾志」更早提出「自決」概念。他在前年立法
會就職宣誓時蓄意加料，因此喪失就任資格。他多次

人，加上區諾軒是
「明獨」和「暗獨」
兼具的「雙料港獨」
分子，形成了「三區
三獨」的局面。

攻擊法庭判決結果和人大釋法，更在抗議遊行中手持
「主權在民」橫額。他曾發表「高度自治其實就是
『自決』」的言論；在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香港
政界都批評「時代力量」所搞的論壇是「台獨」勾結
「港獨」時，他依然赴台出席。
香港近年興起所謂的「本土派」散播「港獨」歪
風，范國威是始作俑者，他不斷散播「極端排外」言
論，甚至宣揚「港獨」。他公然挑動社會對立撕裂香
港，不把法律放在眼內，導致發生連串「反水貨
客」、「光復」等滋擾內地旅客的惡行。范國威更公
然勾結「台獨」勢力，曾在台灣深綠媒體《自由時
報》發表廣告聲援「台獨」分子「反服貿」的暴力行
動，為違法「佔中」造勢。
區諾軒被揭發前年11月在抗議人大釋法示威中焚燒基
本法，這只是區諾軒種種「自決」、「港獨」行動的其
中一項劣行。2016年區諾軒在接受網媒「立場新聞」訪
問，談到民主黨會草擬所謂「決議文」時，聲言「『自
決』將『無可避免』包含『港獨』這一選項」、「必須
推動『港人自決』」云云。事實證明，區諾軒是「明
獨」和「暗獨」兼具的「雙料港獨」分子。
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
分，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另外，基本法與立法會條

賦予監察委法律地位 讓反腐行穩致遠
蔡 毅 太平紳士 全國人大代表
十三屆
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
2 將審議全
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中
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的議
案，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產生國家監察委員會組成
人員。這個議案是遵照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而作出
的。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是國家各種制度和法律法
規的總依據，現在賦予監察委員會法律地位，明確其
性質定位和職能職責。作為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中的重
要一環，制定監察法對於反腐敗在法治軌道行穩致遠
具有重要意義。
監察法草案明確，各級監察委員會是行使國家監察
職能的專責機關，依照本法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
人員進行監察，調查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開展廉政
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維護憲法和法律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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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法治思維和方式
根據草案定義， 「 公 職 人 員 」 包 括 中 國 共 產 黨 機
關、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機關、人民政府、
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中國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各級委員會機關、民主黨派機關和工商業聯
合會機關的公務員，及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
法》管理的人員等。這實現了國家監察的全面覆蓋。
同時，監察法草案在組織上確立了國家監察的基本體
制，搭建起一個組織體系，明確了監察委的具體職責
權限和採取措施的規則程序，體現了運用法治思維和
法治方式推進改革。
針對外界關心的「誰來監督監察機關」的問題，草案
也明確規定，監察機關應當接受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
常務委員會的監督，並明確監察機關通過設立內部專門
的監督機構等方式，加強對監察人員執行職務和遵守法
律情況的監督。
從監察委員會的性質來看，監察委員會不是行政機關，
也不是司法機關，是行使國家監察職能的專責機關，依照

法律規定，獨立行使監察權。根據草案，涉及反腐敗問
題，主要由監察機關調查，調查過程中有一些措施需要公
安機關配合的，比如通緝、限制出境、技術調查措施等，
由監察機關作出決定，公安機關負責執行。
原屬於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污賄賂總局的反貪調查職
能，將劃歸國家監察委。整合解決了檢察機關查處職務
犯罪職能與原有的紀律檢查機關、行政監察機關職能交
叉重疊的問題，形成反腐合力。國家監察委主要有監
督、調查、處置三大職責，實現了對反腐全鏈條的掌
控。同時還將代表中國開展反腐國際合作，繼續推進海
外「獵狐」。
由此看來，國家監察委將首次實現全方位的集中統一
監督。在監督對象上，實現對所有公職人員的監督全覆
蓋。同時，國家監察系統實行自上而下的統一領導，國
家監察委領導地方各級監察委的工作，上級監察委領導
下級監察委的工作。
這些規定體現出，監察法是用法治的思維和方式來反
腐敗。

國家監察體制進「新時代」
實際上，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已進入快車道。目前，中
國各省級監察委員會已全部成立，在近期集中舉行的各
省區市兩會上，31 個省區市監察委員會全部組建完畢，
全部由省紀委書記兼任監察委主任。而成立國家監察委
員會、審議國家監察法則是今年兩會的重要議程。
監察體制改革事關反腐敗鬥爭的主動權，在此次全國
兩會上，國家監察委員會將組建亮相，與國務院、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一道形成「一府一委兩
院」的國家機構新格局，是史上首次實現反腐廉政監
督網的縱橫全覆蓋。而監察委的具體職能和運作方
式，相信也將在兩會後逐漸明晰。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建立中國特色監察體系的創制之舉，
通過制定監察法，實施制度創新和組織創新，加強黨對反腐
敗工作統一領導，構建權威高效的監察體系，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必
將推動反腐敗鬥爭深入發展，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對黨的
信心，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這勢必是一個要載入史冊
的時刻，也標誌着國家監察體制進入「新時代」。

持續進修基金改革有待深化
周聯僑 工聯會職訓就業委員會主任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建議提高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金額由
一萬元至二萬元、撤銷申領時限和次數限制，並擴闊基金
課程至所有資歷架構課程，當中雖然仍有不足的地方，但
這無疑是踏出了改革持續進修基金正確方向的第一步。
關注到如何改革持續進修基金以滿足打工仔的需要，工
聯職訓就業委於2017年9月舉行了一次「在職人士持續進
修」問卷調查發佈會，並於同年 11月7日致函立法會人力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正視持續進修基金乏人問津的原
因。從工聯職訓就業委的問卷調查發現，95%受訪僱員認
為持續進修重要。但調查同時發現，在過去兩年51%受訪
僱員任職的公司沒有提供例如學費津貼、上班時間外出進
修及有薪培訓假期等持續進修措施。55%沒有提供任何在
職培訓。其次，雖然普遍香港僱員認為持續進修重要，但
47%受訪僱員過去兩年沒有報讀任何進修課程。對於為何
那麼多僱員沒有持續進修，無時間（61%）為受訪僱員持
續進修的主要障礙，其次為學費昂貴（40%）。
由於持續進修基金一萬元的資助金額自 2002 年成立以
來一直沒有提升，因此工聯職訓就業委認為將資助金額提
高至二萬元並不足夠，建議至少應該增加至四萬元。更重
要的是，由於調查反映，香港僱員對持續進修重視，但僱
主輕視，造成強烈對比。在超過半數的香港僱主忽視僱員
持續進修的需要下，政府實在有責任制訂更多鼓勵僱員持
續進修的政策，加強推動僱主積極實施各種持續進修的措
施。簡言之，為了滿足香港僱員持續進修的需要，掃除持
續進修的障礙，政府必須即時改革持續進修基金，從政策
層面上鼓勵香港人終身學習。就此，工聯職訓就業委提出
以下六項建議，包括：
政策層面：
1. 立法規定全港僱員每年享有 3 天的有薪培訓假期，方

例均要求立法會參選人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
區。由此可見，立法會參選人、當選人要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利益，不允許鼓吹「自決」和「港獨」，
這不僅受到法律約束，更是不容含糊的憲制責任。

涉虛假聲明發假誓
聯合國大會 1514 號決議已清晰表明，凡以局部破壞
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為目的之民族自決，
均與聯合國憲章之宗旨及原則不相容。其後，聯合國
人權世界會議於 1993 年的宣言中再指出：自決的定
義，不得被解釋為授權或鼓勵任何行為，去部分或完
全分解或損害主權獨立國家的領土完整及政治統一的
行為。
立法會補選所有參選人都要簽署聲明，表明自己真
誠擁護基本法。如今反對派眾候選人「三區三獨」，
皆涉嫌作出虛假聲明，涉嫌觸犯發假誓的刑事罪行。
法律界人士表示，應該重新檢查「三區三獨」候選人
的參選資格，選舉主任應果斷DQ他們，拒「獨」於立
法會門外。「自決」、「港獨」分子一個也嫌多，拒
絕「自決」、「港獨」分子混入立法會，所有真心希
望香港好的選民責無旁貸，必須在周日的補選中，投
下負責任的一票。

內地生活體驗加強港青國民身份認同
容永祺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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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
曾說，「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
強則國家強。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領、有擔當，
國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協助香港青年到
內地學習及工作，定能提升其國民身份認同及歸屬
感，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這項工作雖然漫長，卻
是必須和急切的。
本人擔任創會會長的「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
協會」，於 2017 年委託香港城市大學進行香港年
輕人的困境與機遇及國民身份認同研究的問卷調
查，成功訪問 1,253 人。結果顯示，自我身份認同
方面，絕大多數青年對香港有強烈歸屬感，非常同
意及同意「我是香港人」佔 95.4%，但只有 48.3%
人非常同意及同意「我是中國人」，33.1%人選擇
中立，18.5%人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
香港部分青年因不了解國情，對國家感覺疏離，
容易產生叛逆心態，這是必須正視的。上述研究與
其他調查不約而同顯示，有內地經驗的香港青年，
明顯較沒有內地經驗的香港青年，對國家觀感較正
面。我曾經與一些在內地修讀大學的香港學生交
流，發現他們對內地的觀感很正面，甚至希望畢業
後能在內地取得國民待遇及工作。
我深信，香港學生若在內地有較長時間的生活體

驗，加強與內地年輕人的互動，建立人脈網絡，深
入了解國情，感受國家的迅速發展，看到個人的發
展機會，定能提升對國家的認同感與歸屬感。中央
應考慮擴大香港學生入讀內地大學的名額，吸引香
港青年到內地升學。
香港目前有不少內地短期交流機會，可惜時間
短，成效不彰，國家教育部與香港教育局、香港大
專院校應加強合作，大幅增加內地大學(包括專業
學院)的香港交換生名額，為期最少一個學期，同
時應以學科或學院為主導，確保香港學生在內地大
學交換時所修得的學分，可轉移至香港的大學。
為鼓勵更多香港青年到內地學習，特區政府應增
撥資源，為參加內地交換生計劃的學生提供必要的
資助，讓更多香港學生尤其基層學生參加可轉移學
分的內地交換生計劃。若清貧學生也有機會參加內
地交換生計劃，了解國家的發展現況，提升其對國
家的認同感，對香港的穩定及管治亦有幫助。
全球經濟重心轉移內地，香港青年在內地有較長
時間的工作體驗，有利在內地貢獻專長。中央、各
省市政府應加強及優化香港青年在內地實習計劃，
讓香港的大學生感受內地的工作文化及環境，擴闊
眼界，深入了解內地的勞動市場、經濟發展實況，
及早裝備自己，未來把握國家的機遇，報效國家。
國家正積極推動中國文化交流，有關部門應考慮
透過青年經常接觸的渠道，採用創新、多元化的軟
性推廣方法，例如以創新題材的電影及微電影、電
子或線上遊戲等，推廣國家核心價值與人文精神，
更有效提升香港青年的國民身份認同與歸屬感。

修憲大勢所趨人心所向
莊紫祥 博士 哈爾濱市政協委員
日前新華社公佈了中共中央關
於修憲的建議。修憲符合國情及
新時代社會主義發展要求，順應
國家和人民事業發展，遵循憲法
發展的規律，實乃大勢所趨、人
心所向。
憲法修改的內容包括，確立科
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在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指導地位；完善依法
治國和憲法實施舉措；修改國家正副主席任職方
面的有關規定；增加有關監察委員會的各項規定
等 21 條內容。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開幕會
上，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王
晨透露，去年 9 月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政
治局會議，成立憲法修改小組，並向全國各方徵
求到超過 2600 條對修憲的意見，有效匯聚了民
意，確保本次修憲符合人民利益。
改革開放 40 年，國家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人
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憲法通過不斷適應新時代，
獲得持久生命力，有利於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

業發展，更有利於保障人民權益。
十九大報告提出，在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2035 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而在本
世紀中葉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需要有力
的憲法保障，憲法與時俱進、完善發展，正正體現
了國家發展的新經驗、新要求和新成就，保持了憲
法的連續性、傳承性、穩定性。
修憲是國家大事，對香港同樣具有重大意義。
十九大報告強調，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
穩定，必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
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
的制度和機制」。此次修憲，把十九大確定的重
大理論觀點載入國家根本大法，明確香港在國家
發展中的重要定位與作用。
背靠祖國是香港最大的優勢和機遇，香港要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要增
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承擔起新時代賦予的使命
與責任。

區諾軒與
「台獨」
過從甚密
喻曉

■社會各界多希望政府提高持續進修基金的受惠金額。
便僱員進修温習及考取專業試資格；
2. 增加個人進修開支免稅額至9萬元；
3. 落實標準工時；
改革持續進修基金：
4. 大幅提升持續進修基金資助金額，由目前的 1 萬元增
加至4萬元；
5. 擴展持續進修基金至各項職業專業資格的考試費，
例如國家職業資格證書、水電工、技工牌及各項「職業
車」車牌；及
6. 長遠而言研究取消持續進修基金只可報讀「獲批核
課程」的限制，改為凡與工作有關的培訓課程皆可申
請。

區諾軒日前舉行造勢大會，他的好朋友和田健一
郎「找上門」支持，送上一個刻上「區諾軒必勝」
的日本紙娃娃。這名「日本朋友」是何方神聖？查
找資料得知，區諾軒這名日本朋友「十分出名」，
是激進右翼反華分子，亦是日本千葉縣白井市的市
議會議員，同時是支持「台獨」的團體「日本李登
輝之友會」的核心成員。
「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立目的，是「強化台日
關係和支持『台灣獨立』」，在網上可以找到和田
健一郎與李登輝的合照，和田健一郎是李登輝的忠
實支持者，與「台獨」分子關係密切。物以類聚，
人以群分。區諾軒的「朋友」光譜包括日本反華、
「台獨」分子，他和「台獨」有撇不清的關係。

區諾軒主張「自決」作為香港前途選項，變相支
持「港獨」，他還有焚燒基本法的「臭史」，足證
他不能真誠擁護基本法。假若區諾軒成功當選，他
會和日本反華勢力、「台獨」分子斷絕來往嗎？只
恐怕過了海就是神仙，區諾軒與「台獨」的勾結更
頻密。
立法會不能成為鼓吹「港獨」的平台，更不能淪
為顛覆國家的基地，港人不能「捉老鼠入米缸」，
令公帑淪為「港獨」、「台獨」活動的資金來源。
選民要在 3 月 11 日補選日，向建設力量投下重要的
一票，踢走勾結「台獨」、「外國勢力」的政客。
立法會補選香港島候選人還包括陳家珮、任亮
憲、伍迪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