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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存安全疑慮 開會不負責任
陳健波：大樓保安系統嚴重破壞 再遇暴衝將危及逾400人安全

堅守法治香港才有未來
這個夏季燥熱難當，一時烈日高溫，一時大雨傾
盆 ，天文台日前掛出一號風球，預示颱風季節已
經來臨 。香港的政治氣候更加惡劣，過去一個月
來已發生多場大遊行，七月一日那天更爆發破壞及
佔領立法會事件，搞事者意猶未盡，網上號召再去
西九鬧事 ，更多更大的亂象恐怕還在後頭。然
而 ，不管多麼糟糕，但天不會塌下來，「一國兩
制」的偉大事業仍將在崎嶇中行穩致遠。

總有人搗亂
今年四月九日，多名「佔中」搞手被判刑，正當

善良的人們以為公義終於彰顯、香港亂象將告一段
落之際，一股更兇猛的高氣壓已經形成。特區政府
修訂逃犯條例爭議成為導火線，反對派在外部勢力
聲援下發起多次示威行動，儘管政府審時度勢宣布
暫緩修例，聚焦經濟與民生，反對派卻得勢不饒
人，提出毫無道理的訴求，甚至要求干預司法，赦
免暴亂嫌犯，這就暴露他們無法無天的真面目。七
一當天 ，立法會被暴徒攻入佔領，這是香港法治
最悲哀的一天，連一向唯恐香港不亂的外部勢力都
不敢公開支持了，但本港反對派政客仍為暴行辯
護，將責任全部歸咎港府，這只能說是強盜邏輯。
然而 ，世間總有些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的。事實上 ，「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早
就預見到這一幕，諄諄告誡不要以為香港回歸就大
功告成，萬事大吉，香港不會一帆風順，甚至可能
發生動亂，「切不要以為沒有破壞力量」。他還
說 ，儘管中國政府會遵守對「一國兩制」的承
諾 ，但「總會有人不打算徹底執行，某些動亂的
因素，搗亂的因素 ，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
老實說 ，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

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
國際力量。」

回歸二十二年已經見證，香港一直在挑戰中不斷
前行 ，尤其是在二十三條立法、國民教育、政改
等重大事項上，香港內部的反對派與某些國際勢力
勾結，並與中國境內境外的各種分裂勢力遙相呼
應，不斷以「兩制」挑戰「一國」。說到底，有
些人就是不接受香港已經回歸的事實，不認同中央
權威，利用各種機會及一切手段「奪權」。非法
「佔中」發生後 ，「港獨」思潮如野草瘋長，企
圖將香港分裂出去，從旺角暴亂到近日的連串衝擊
行動，都可以看到「港獨」分子的黑影。
最為陰險的是，那些拿着鵝毛扇的幕後策劃者利

用年輕人的激情及不滿情緒，慫慂他們衝鋒在前，
充當炮灰，與警方衝突，他們甚至將個別人的自殺
悲劇美化為烈士及獻身精神，鼓動更多人輕視生
命，萬一發生執法中的死亡事件，那就正中下懷。
搞事者是多麼迫切地希望香港重演當年大型死傷混
亂的一幕，這樣他們就可以繼續有「人血饅頭」可
吃，並當作自己的政治資本。在這種情況下，警方
的忍讓 ，特區政府的退讓，中央的顧全大局，就
是不得不爾的選擇。

亂就得干預
由於香港是國際城市，有各種利益交纏，回歸後

的種種亂象，某種程度上是「娘胎裏」帶來的 ，
而高瞻遠矚的鄧小平不僅發出「總有人搗亂」的警
告，更一早制定多條錦囊妙計。
首先 ，鄧小平強調「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

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何謂
愛國者？標準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
祖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與穩
定。為了確保愛國者治港，中央已有制度性安排，
包括政改「五步曲」及全國人大的「八三一框架決
定」，這就破了反對派藉由所謂「國際標準」奪權

的圖謀，他們寧願一拍兩散，導致二○一

七年政改以失敗告終，香港人與普選特首失之交
臂。最近反對派再彈啟動政改的老調，但不管怎麼
樣，都繞不開「八三一」的規定，藉普選奪權注
定徒勞。
其次 ，鄧小平當年力排眾議，強調要在香港駐

軍，因為駐軍不僅體現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更可
以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有中國軍
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
決。」事實亦是如此，反對派可以斗膽佔領中環，
圍攻及佔領立法會，將來有可能圍攻其他管治機
構，但駐軍的存在，他們就不能不有所顧忌。反對
派頭面人物心中清楚，動武「一定會輸」，因為香
港有駐軍。
該干預時就干預，該出手時就出手，中央一早擺

明對香港可能發生動亂的態度，大局在握。當然，
如何干預、何時干預，都必須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
及有關全國性法律行事，而且 ，中央干預並非一
定是出動駐軍。事實上 ，絕大多數香港人不希望
動亂，關鍵時刻必然挺身而出。何況香港警隊有能
力維護法治，制止動亂，涉嫌在六月十二日及七月
一日搞暴力衝擊的十多名男女已被拘捕，就展現了
執法的效率。至於反對派一再別有用心炒作的所謂
出動駐軍，只能贈他們一句：殺雞焉用牛刀！

香港要穩定
正如我們一再指出，香港的亂象不會在短期內消

失 ，而將長期存在，而這不僅是香港內部問題的
凸顯，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大國博弈的一個
小戰場。
當然 ，香港亂象是不斷惡化，還是亂中有序，

向好的方向發展，這不僅取決於中央的決心及魄
力，更取決於香港自己，具體而言，香港人是坐視
亂象蔓延 ，百年基業一旦休，還是把握自己的命
運，趁着內地經濟崛起、「一帶一

路」及大灣區建設之東風，運用香港人的靈活及拚
搏精神，再創輝煌？
香港目前千頭萬緒，百廢待舉，年輕人對現實生

活有許多不滿，這是事實。趁着回歸二十二周年之
機 ，是時候分析得失成敗，總結經驗教訓，完善
治港方略，但最根本的一條，香港必須走出泛政治
化、內鬥內耗的泥沼，團結一致向前看。問題需要
解決 ，而不該坐視其積重難返；年輕人的不滿需
要宣泄 ，但不是好勇鬥狠，而是要有渠道讓他們
表達意見 ；特區政府切實傾聽市民的心聲，解決
其實際困難 ；處理香港事務的中央部門也要更加
「接地氣」，到群眾中去，關心年輕人福祉，將惠
港政策落到實處 。總之，要讓市民尤其基層有幸
福感、獲得感，讓年輕一輩看到前途與希望。
只有停止一切暴力行為，回到理性討論的方向

上，香港才能有發展。實際上 ，暫緩修例的同
時，也暫緩了那些可能有爭議的項目，目的就是化
解紛爭，休養生息。歸根結柢，香港是中國的香
港，更是七百四十萬市民的安身立命之所，香港被
搞垮了，國家固然有損失，但最受害的則是香港
人，「我愛我家」從來不是一句空話。有些人一方
面鼓吹或參與暴行，一方面說「我愛香港」，簡直
虛偽之極。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香港正

處於多事之秋，風雲變幻，有時更有黑雲壓城城欲
摧之感，這其實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一點小浪花，
是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考驗，也是中國崛起的宏大敘事中的一個小
插曲。對香港人來說，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
信國家 ，憑着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一定能克服
困難，將「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建設得更加美好！
（轉載大公報7月5日龔之平文章）

──重溫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重要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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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立法會大樓遭暴力示

威者衝擊更大肆破壞，令大

樓內各項設施嚴重損毀，無

法運作，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被迫停會。不過，反對派議

員拒絕以書面形式通過無爭

議撥款申請的建議，更聲言

部分會議室「運作正常」，

要求安排會議。財委會主席

陳健波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

表示，大樓保安系統遭嚴重

破壞，倘再遇到暴力衝擊，

將危及大樓內400多人的安

全，「如果無法確保所有出

席會議者的安全，及不被干

擾地舉行會議就貿然決定開

會，是不負責任及不合情理

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大批激進示威者上月21
日包圍灣仔警察總部後，至翌
日凌晨始逐漸散去。當時，九
巴派出特別車104R線，接載
示威者由警察總部往旺角。由
於調整巴士服務須獲運輸署批
准，運輸署近日要求九巴交代
當日派出特別班車的原因，並
按既定程序向九巴了解當日運
作情況。
大批示威者於上月21日包

圍警察總部，行動一直持續至
翌日凌晨約3時。港鐵當時已
停止服務，九巴就派出104R
特別線接載示威者由警察總部
附近前往旺角。九巴發言人回
覆傳媒查詢時表示，公司所提
供的路線和班次，包括特別班

次均以乘客需求為主，及按實
際情況彈性處理，以期盡快疏
導乘客。
運輸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巴士公司一
直以來會在特別日子如節
日、大型活動或緊急情況
等，因應乘客需求或路面情
況調整巴士服務，例如增加
巴士服務班次、改道、調整
巴士站或開辦特別服務等，
並須獲得運輸署批准。在緊
急情況下，巴士公司會透過
現有渠道通知運輸署有關巴
士路線的服務改動安排。
該署表示，已備悉九巴於

上月21日因應乘客需求開辦
104R特別服務，並按既定程
序向九巴了解當日運作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 7月4日，新家園協會
會長韓國龍、許世壇，副會長王力平、陳
紅天、黃煥明、劉晉嵩，新青匯榮譽會長
楊政龍一行人在董事會主席許榮茂和監事
會主席李思廉的帶領下拜會了特區政府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
許榮茂對7月1日香港發生暴力衝擊立法
會大樓事件表示痛心和關注，希望香港青

年人尊重不同意見，和平表達訴求，共同
建設繁榮穩定的美麗香港。
新家園協會與會會長表示堅定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堅定支持警察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暴力行為。希望香
港早日恢復正常，更加重視與青年人溝通，
加大經濟、民生建設，加大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加大「一帶一路」等工作的力度。

新家園拜會張建宗挺施政

特別車接示威者
運署促九巴交代

財委會至今已積壓了44項、逾700億元撥
款申請。為免民生相關撥款受到阻礙，

陳健波前日因應個別議員建議，提出以「傳
閱文件」方式審議涉及民生、爭議性較低的
撥款申請，包括興建和擴建醫院、公務員加
薪，社福界組織撥款等。
不過，反對派就提出反對。日前「先贊成
後轉軚反對」以書面傳閱形式通過無爭議民
生撥款申請的民主黨議員黃碧雲稱，他們視
察了立法會二號會議室後，「發現」會議室
「大致完好無缺」，點票系統、音響設備等
「運作正常」，僅傳召鐘聲失靈。
她續稱，立法會秘書處已承諾盡快修復消

防系統，相信立法會最快可以在下星期「局
部恢復運作」，認為可在該會議室舉行財委
會。
公民黨議員譚文豪亦聲稱，立法會二號會

議室的損毀「不算嚴重」，認為應盡快利用
該房間開會。就消防系統損壞，他稱「一兩
星期應該可以修復」。

「天眼」徹底破壞大樓無監控
陳健波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修復消防

設備只是大樓可以正常出入的最基本條件，
倘要重開會議，還要考慮電腦支援系統、大
樓出入的安全。事實上，大樓面向街道的56

塊大型玻璃面板損毀，而最基本的安全設
施，包括閉路電視系統遭徹底破壞，令整幢
大樓現時均無閉路電視監控。
針對反對派議員指稱二號會議室損毀輕

微，亦堅持開放以舉行會議，他質疑有關人
等「有可能是看事情太膚淺簡單，或可能是
為了混淆視聽」。
陳健波解釋，二號會議室雖有足夠枱櫈，

但開會不單要有枱櫈還需要其他配套，但大
樓內的電腦支援系統、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進出系統均有待復修，存在極大的安全隱
憂。
他強調，身為財委會主席，明白有待財

委會審議的項目十分重要，但他在決定是
否重開會議的時候，不能漠視大樓再被衝
擊的風險，必須顧及大樓內400多名人士，
包括議員、還包括大樓內的職員、傳媒、
公眾人士的人身安全，如果無法確保所有
出席會議者的安全，及不被干擾地舉行會
議就貿然決定開會，是不負責任及不合情
理的。

批有人圖卸責非常自私
他對有議員明知大樓遭嚴重破壞、存在極
大安全隱憂之時提出在二號會議室開會，是
試圖將未能開會的責任推卸給財委會主席，

這是非常自私及不負責任的。
陳健波呼籲議員應方向一致，努力處理當

前問題，而並非每日都提出不同的問題，更
不應以「小人之心」抹黑這些可以處理目前

財委會手上所積壓的項目的建議，「香港現
在還不夠傷嗎？還要在這個議題去繼續抹黑
嗎？……這是不應該的，大家應努力去解決
眼前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
新聞》昨日刊播《國際銳評：揭穿英方某些政
客對香港事務的三個謬論》。銳評指出：
首先，英方有些人將《中英聯合聲明》中，
關於中央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50年不變的規
定套用於聲明本身，妄稱其仍然有法律效力。
此舉是故意指鹿為馬，混淆視聽，為其粗暴干
涉香港事務與中國內政尋找借口。
其次，英國有人稱，香港民眾的自由是英方

爭取來的。世人皆知，在英國管治香港時期沒
有任何形式的自由和民主。香港回歸後，中國
政府依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切實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民眾真正
實現了當家作主，依法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
利和自由。
第三，英方某些人將香港警察依法依規處理

暴力事件歪曲成「鎮壓」。在2011年8月倫敦
發生系列打砸搶燒暴力事件時，英國政要將其
稱為「絕對的犯罪行為」，並評價當地警方逮
捕肇事者的行動是在維護法紀、恢復社會秩
序。
如今，當香港法治被破壞時，英國一些政客

馬上公開為違法者撐腰站台，這種赤裸裸的顛
倒黑白、混淆是非，令英國一向標榜的法治精
神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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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榮茂(右五)等人與張建宗(右六)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