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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裁定，《緊
急情況規例條例》賦予
特首會同行政會議在危
害公安情況訂立規例，
並不符合《基本法》規

定，《禁止蒙面規例》部分限制超乎
合理所需，裁定違憲。對於《緊急
法》當中，有關「緊急情況」的條
例，是否合憲則持開放態度，法庭並
不作裁斷。
《緊急法》是1922年港英政府因應

海員大罷工事件而訂立，1997年香港
回歸後，特區政府繼續適用。《緊急
法》的立法真實意圖，是要賦予行政長
官可以有更大權力、更有效地止暴制
亂。根據《基本法》第8條和《緊急法》
的規定，授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
其認為屬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或
議會休會時），訂立任何其認為合乎公
眾利益的規例，毋須先經過立法機關審
議。這是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也符
合國際標準。
對於此次裁決，筆者不認同兩位法

官裁定《緊急法》在「危害公安」的
情況下使用違反《基本法》，而就
「緊急情況」下使用《緊急法》是否
違憲，法庭便不作裁斷。明顯地，法
庭並沒有全面考慮黑衣暴徒使用的極
端暴力行為。如今暴力不斷升級，已
經達到恐怖襲擊的程度，暴行包括堵
塞道路、打砸搶燒、掟燃燒彈、使用
弓箭襲警、毆打不同意見的市民、破
壞港鐵站和列車、佔據校園等，嚴重
破壞公共秩序和公眾安全。暴徒更一
再在法院大樓縱火，挑戰法庭權威，
踐踏法治基石，衝擊「一國兩制」的
原則底線。試問，黑衣暴徒進行極端
暴力的行為，怎麼可能受到《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的保障？
再者，法庭沒有全面考慮到《禁止

蒙面規例》賦予警察在處理非法集結
時，截查蒙面市民有法可依。在《禁
止蒙面規例》下，警方可要求市民脫
去面罩，以利辨識其身份，這並沒有
剝奪市民行使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
由。《禁止蒙面規例》賦予警察權力
調查、搜證及辨認違法者的真正身
份，有利維持公共治安。
《禁止蒙面規例》審時度勢，沒有

剝奪市民合法的權益和自由，絕對符
合法庭所指的「相對稱驗證標準」，
更符合公眾利益，是合情、合理、合
法的。特區政府應考慮向終審法院提
出上訴，並不排除尋求人大釋法，以
消除公眾的疑慮。

傅健慈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

自修例風波以來，香
港社會已經淪落成一座
黑白不分、充滿暴力和
文明淪喪的城市。面對
暴徒的打砸搶燒，某大
學校長不但不依校規辦
事，更與暴徒同流合
污，無理譴責警察，充
當保護傘。面對解放軍

自發協助市民清理路障，一些無良媒體
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政客卻以政治掛帥，
硬生生地說駐軍違反《憲法》和《基本
法》。請問，駐軍依法履行愛護香港的
義務到底是違反了哪條法律？
回歸以來，駐港部隊一直嚴格按照

《憲法》、《基本法》、《駐軍法》和
相關法律履行職務，積極配合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根據《基本法》第14條，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特區的防務。特
區政府負責維護特區的社會治安。中央
人民政府派駐特區負責防務的軍隊不干
預特區的地方事務。特區政府在必要
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港部隊協
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駐軍人員
除須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外，還須遵守特
區的法律。駐港部隊履行的職責，在
《駐軍法》有詳細闡明。
駐港部隊在港愛港，視港為家，也

是香港社會的一員。他們除了要承擔
防務責任外，還必須履行義務和遵紀
守法。其中《駐軍法》第16條就列
明了駐港部隊人員應當履行的義務，
包括忠於祖國，履行職責，維護祖國
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維護香港的安
全；遵守全國性的法律和特區的法
律，遵守軍隊的紀律；尊重特區政權
機搆，尊重特區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
式；愛護特區的公共財產和香港居民
及其他人的私有財產；以及遵守社會
公德，講究文明禮貌。
一系列無底線的「三罷」堵路，已

經嚴重影響了香港這座城市的正常秩
序，駐軍自發協助市民清理路障是依
法履行愛護香港的義務，他們的行為
不僅贏得了市民的陣陣掌聲，更與一
些是非不分、與暴徒為伍、欲推香港
入火坑的政客形成強烈對比。如果這
些政客還有良知，請自覺上街幫忙清
理路障，還市民一個文明的環境。

陳曉鋒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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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挺港止暴 市民更要以一票制亂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利亞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時，就當前香港局

勢表明中國政府嚴正立場。這是迄今為止中央就這場暴亂最權威的表態，充分顯示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止暴制亂，有足夠的力量和手段平息這場暴亂，大大振奮了社會

各界的士氣。目前，「黑色暴力」已經激起越來越多市民的憤慨，越來越多市民自

發出來清除路障，以實際行動向「黑暴」說不。習主席挺港止暴，市民也需要用手

上一票制亂。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正是一次民意表達平台，市民要以手上一

票告訴「黑暴」搞手：市民要的是和諧安寧，而不是烽火連天的社區。

高敬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習主席指出，香港持續發生的激進暴
力犯罪行為，嚴重踐踏法治和社會秩
序，嚴重破壞香港繁榮穩定，嚴重挑戰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止暴制亂、恢
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習主

席身處萬里之外的巴西，罕有地就香港局勢表達中央
的嚴正立場，一方面反映中央對於香港最新形勢了然
於胸，心繫香港，另一方面也說明當前形勢已經到了
非常危急的時刻，如果不全力遏止，香港恐將陷落萬
丈深淵。

不止暴香港恐將陷落萬丈深淵
習主席在講話中提出三個「堅定支持」，包括：將

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
施政，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堅定支持香港司
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這說明中央對特首高

度信任，對特首及特區政府、香港警隊給予充分
肯定，有力地戳穿了坊間一些別有用心的謠

言，加強了問責團隊的團結，提振了警
隊的士氣。

必須指出的是，習主席特別
提到堅定支持香港司法機

構依法懲治暴力
犯 罪 分

子，顯示中央希望司法部門在止暴制亂中承擔更大的
責任，既包括檢控部門，也包括法庭，應以香港社會
福祉為重，加快檢控審訊，依法嚴懲違法者，重振法
治尊嚴。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依法制
止和懲治暴力活動就是維護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行
政、執法、司法更應合作無間，互相支持配合，共同
止暴制亂。
習主席在講話中更嚴正表明：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
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習主席的講話再次表明，國
家始終是香港的強大後盾，中央絕不會坐視香港亂下
去，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黑暴」現在表
面猖狂，實際已是強弩之末，其惡行已引起香港市民
的憤慨和反制。香港社會各界一定要更加積極作為，
運用一切法律手段，堅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共同
保護香港家園！

應對「黑暴」肆虐，特區政府和警隊是最重要的力
量，全港市民、社會各界同樣可以出一分力。自己社
區自己救，自己香港自己守。近日不少市民自發清理
路障，協助恢復交通。不過，清路障只是治標，要治
本還須將縱暴派、煽暴派政客趕出議會。

一票止亂 支持真正的建設派
區議會是重要的民生平台，應聚焦民生及社區，不

應成為政治攻訐、搞事的平台。市民的一票，不但關
係未來4年區議會的構成、社區的走向，更關係「黑
暴」是走向熄滅，還是繼續火上加油。縱暴派、煽暴
派不斷挑動暴力，令香港社會雞犬不寧，民不聊生，
企圖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中摘取政治果實。如
果縱暴派在區選大勝，結果只有一個：就是鼓勵「黑
暴」繼續攪局，繼續以破壞來奪取政治果實，屆時香
港還有寧日嗎？市民還有安樂日子嗎？

市民區選一票，不但是關係社區福祉，更關係止暴
制亂的工作，這一票斷沒有理由投給禍害香港的候選
人，不能投給那些因為這場風波，為了撈取政治利益
而「空降」的候選人。相反，要投給那些扎根社區、
服務社區，多年來以汗水灌溉社區的候選人；投給那
些真正的建設派，投給那些為市民福祉着想，真建
設、不破壞的候選人。
區議會選舉已進入最後衝刺的階段，真正做實事的

候選人正面對一場嚴峻的選戰。但「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誠臣。勇夫安知義，智者必懷仁」，唯
有在大風浪前才更能顯出候選人的實力、品
格、政績。建設派應該對自己的能
力、往績、初心有信心，對選民
有信心，相信邪不壓正，
堅定信心打好這場
選戰。

11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巴西
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時，就香港形

勢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三個堅定」，當中包括「堅
定支持香港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犯罪分子」，為香
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指明方向。
昨天，高等法院就24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入稟挑戰《緊

急情況規例條例》(香港法例第241章)及根據該條例所制
定的《禁止蒙面規例》(香港法例第241K章)的法律效力
和合憲性審理。判決結果出人意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法官林雲浩及周家明竟然指《禁止蒙面規例》第5條引入
的措施，對基本權利所施加的限制超乎了特區政府尋求
達至正當的社會目的之合理所需，《禁止蒙面規例》第
5條和該條款引入的措施不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
同時，兩名法官對《禁止蒙面規例》是否超越了

《緊急條例》所賦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權力，
不表達任何意見。
筆者執筆之時，特區政府仍未表示是否上訴。高等

法院裁決一出，街頭巷尾的蒙面暴徒為之雀躍，視判
決為暴徒助攻。適逢在區議會選舉前夕，高等法院的
判決，變相為助選反對派政客，甚至成為反對派候選
人的文宣，間接影響區議會選舉的結果。
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是由於蒙面暴徒肆意攻擊警

員、警車和破壞公共設施，暴徒藉蒙面掩飾身份而犯
罪，令他們的破壞行為更肆無忌憚，也增加警方搜證
和檢控的難度。

《禁止蒙面規例》的原意是止暴制亂，如今法院不知
道以什麼「相稱性驗證標準」來否定《禁止蒙面規
例》，裁定《禁止蒙面規例》違反基本法。請問法官，

「不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的準則是什麼？怎樣釐定社
會適合和大眾接受的程度？是否只要有極少數反對聲音
便足以裁定條款和措施不符合相稱性驗證標準？
是誰賦予法庭權力駕馭公共秩序和公眾安全？
法律不可亦不能胡亂解讀。法律是保障市民權利，

透過契約令社會如常運作，而不是反其道而行。現在
市民連基本安全和安寧的權利都沒有了，法律和法官
的存在又有何意義？
法律的作用應是保護守法良民，而不是矯枉過正，

寬待作奸犯科的人。否則，法律只是一把生銹刀。若
果法律沒有用武之地，那些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的人
只會更有恃無恐。
期待律政司就高等法院的判決作出上訴，真正達至

依法止暴制亂、撥亂反正之效。

司法機構不能成為暴動幫兇
朱家健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近日，部分駐港部隊官兵走出營門自發參加清理馬
路磚頭路障的義務勞動，這些官兵的義務勞動贏得了
沿途香港市民的陣陣掌聲和交口稱讚。儘管這些官兵
沒有穿着制式軍裝，僅僅身着輕便的運動衫，但運動
衫背後的醒目大字「雪楓特戰營」「特戰八連」，卻
傳遞了太多極具價值的信息。
「雪楓特戰營」隸屬於新軍事體制改革後的陸軍第

76集團軍「雪楓特戰旅」，「特戰八連」是「雪楓特
戰旅」中的精英連隊。「雪楓特戰旅」的前身為新四
軍抗日先遣大隊，由抗日名將彭雪楓等老一輩革命家
於1938年6月在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創建。在淮陽竇
樓打響了抗日東進第一槍，先後轉戰豫、皖、蘇邊界
和津浦路地區，粉碎了日偽軍大規模「掃蕩」，在板
橋集戰鬥中開創了我軍歷史上用機槍擊落敵機的光輝
範例。「特戰八連」就是響噹噹的「天狼突擊隊」，
組建於1939年，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作風
硬朗、勇猛、機智。

「天狼突擊隊」是現代戰場「三棲尖兵」
「雪楓特戰旅」就是以紅軍和新四軍著名將領彭雪

楓將軍命名。彭雪楓將軍參加過第三、四、五次反圍
剿，二萬五千里長征，組織過土成嶺戰役，兩次率軍
攻佔婁山關，直取遵義城，橫渡金沙江，飛越大渡

河，進軍天全城，通過大草原。由於彭雪楓驍勇善
戰、戰功赫赫，被毛澤東、朱德譽為「中華民族英
雄」。「皖南事變」後，彭雪楓任新改編的新四軍第
四師師長兼政委，僅1938年至1944年，彭雪楓率領
新四軍第6支隊進行了大小戰鬥3,760次，累計殲敵4
萬8千餘人，並組建了騎兵特種團，並在洪澤湖地區
取得了著名的淮北反「掃蕩」作戰的勝利，取得了敵
我傷亡比例5:1的輝煌勝利。彭雪楓可謂是紅軍和新
四軍開闢特種作戰的重要軍事將領之一。用彭雪楓將
軍命名一支特戰部隊完全是實至名歸、意義非凡，也
是這支英雄部隊從抗戰「奇兵」到「三棲尖兵」的一
次華麗轉身。
新中國成立後，這支部隊先改建為特種大隊，後擴

建為特種作戰旅，先後圓滿完成了實兵檢驗性演習、
中外聯合反恐演習、「礪刃-2013」全軍特種兵比武
競賽等重大活動和軍事行動。
說「三棲尖兵」，是因為「雪楓特戰旅」中的「天

狼突擊隊」每一位官兵都要求經歷一場「魔鬼訓練」
的歷練和蛻變。為具備克敵制勝的能力，「雪楓特戰
旅」瞄準建設「具備特種手段、特殊戰法、特強作風
的神兵利劍」的目標，探索出立體破襲、傘降滲透、
特種救援等多種新戰法，錘煉出來現代戰場上的「三
棲尖兵」。

「雪楓特戰旅」反恐實戰戰功赫赫
2014年，「雪楓特戰旅」結合擔負的特種偵察監

視、引導打擊評估、敵後滲透破襲等作戰任務，圍繞
快速反應、情報偵察、機動投送等多種能力，構建了
明晰的旅、營、連戰鬥力標準體系，不斷更新升級特
戰理念和訓練戰法。
2018年8月，在俄羅斯舉行的「和平使命-2018」

反恐演習中，「天狼突擊隊」在惡劣天氣下創造了全
副武裝高空跳異形傘的紀錄，被俄羅斯國防部授予
「鞏固戰鬥集體」榮譽勳章。

2018年10月，「雪楓特戰旅」的十餘名官兵赴巴
基斯坦參加國際「體能與戰鬥技能」比武並一舉奪
冠。
不僅在訓練場和競技場上這些看得着的地方，「雪

楓特戰旅」頻頻取得佳績，同樣這支特種作戰部隊也
多次參加新疆和海外反恐等急難險重的「看不到」實
戰行動並取得了赫赫戰功，讓「雪楓特戰旅」成為解
放軍中能打勝仗的「尖刀部隊」。
如今這樣一支部隊已被證實進駐駐港部隊軍營，一方

面是正常換防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香港局勢日趨暴
力化和恐怖化，派遣反恐精英進駐香港有助於香港地區
的反恐工作，從而確保「一國兩制」制度的正常運行。

「雪楓特戰營」反恐精英來港是為了反恐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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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成熟是政黨成熟的標誌，制度定型則是國家治
理水準達至成熟的標誌。四中全會《決定》全面總結
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方
面取得的成就、積累的經驗、形成的原則，勾勒出今
後需要堅持和完善的國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
制度等一整套制度框架。如果把國家制度建設比喻為
建造一座大廈，那麼，這些根本的、基本的、重要的
制度就是大廈的「四樑八柱」。有了它們，大廈就不
會偏離基準，就會越蓋越高，屹立不倒，確保國家治
理的正確方向。

中國共產黨走到今天，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

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
的黨，完成了歷史方位的轉變。從幼年到成熟，中國
共產黨經歷了兩次漫長的學習過程。1949年建國
前，作為鬧革命的黨，經過流血犧牲，中共在延安時
期走向成熟，標誌就是形成了以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
一整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方法。新中國成立
後，如何執政成為中共的新課題，在這個學習的過程
中也走過不少彎路，「大躍進」「文革」都付出了沉
重代價，但最終形成了以鄧小平理論、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為標誌的成熟的執政理念。
環顧天下，沒有哪一個執政黨能夠像中國共產黨這

樣，有如此明確的目標、如此長遠的規劃、如此堅定
的意志和如此強大的力量，心無旁騖，一心一意為人
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

四中全會概括出13個方面的制度優勢，13項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目標，這標誌着中共的執政經驗
更加豐富，執政本領更加嫻熟。
有了藍圖就能一路向前。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會繼續

保持「摸石頭過河」的探索精神，改革永遠在路上，
同時有了更加縝密的改革路向，執政過程必將更有定
力，更加自信。

（本文轉譯自《中國日報》香港版。）

更加成熟的執政黨

蕭平

——四中全會隨想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