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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人們總以為農曆新年將至，暴力會歇一
歇，可惜，剛過去的周日中環集會再度引發堵路
縱火、毀壞道路設施、襲擊警員事件，並導致警
員頭部受傷。縱暴派竟然對此指鹿為馬、顛倒黑
白，稱「警暴不除，香港永不安寧」，把暴亂的
原因歸咎於警察。這是一個荒唐的邏輯。香港的
不安寧究竟是誰造成的？

過去200多天來，是香港暴力分子視法治如無物，放火堵路，
打砸港鐵與銀行櫃員機，焚燒商店，惡意傷害普通市民甚至襲擊
警察，令香港陷入黑色恐怖的陰影中。為了令香港恢復寧靜，為
了市民能夠安居樂業，香港警方對違法暴力依法進行了針鋒相對
的執法。正是因為警隊站在止暴制亂的第一線，是香港和平安寧
的守護者，警隊因此成為敵對勢力、香港激進分子的眼中釘。針
對警署、警員宿舍的暴力行動不斷升級，污衊警方的謊言接連出
籠，他們甚至人肉警察的親人，帶給警察妻兒精神困擾。

究竟誰令香港不得安寧？是先有暴徒暴力肆虐，還是先有警察
嚴厲執法？這並不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因果問題那麼深奧
複雜，事實勝於雄辯。

過去幾個月，香港警方檢獲大批槍支彈藥和烈性炸藥，數量都
創下歷來最多。僅以炸藥為例，香港警方甚至在一幢大樓內一次
便檢獲兩公斤烈性炸藥TATP，是恐怖分子常用的炸藥，具很大
的殺傷力。這些武器炸藥一旦發生爆炸，後果不堪設想。

而且，由於TATP不穩定，摩擦都可以令其爆炸，因此製作、
運輸都十分危險。在工廈、住宅製作或存放TATP，對普通市民
生命財產造成極大威脅。如果沒有警方及時發現檢獲，或者警方
不夠專業，這些烈性炸藥勢將傷及無辜。
此外，香港2019年的刑事案件數量，包括搶劫金舖、珠寶店

等遠超上一年度，油尖旺地區甚至比上一年超過50%的發案
率。香港不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這難道不是暴亂令香港出
現破窗效應，導致劫匪亂中搶財嗎？如果任由暴徒和縱暴派削弱
警權，甚至「解散警隊」，香港將是暴力和搶劫者的天下，香港
能「安寧」嗎？

一直以來，國際社會對香港警察有極高的評價，多少年來香港
警方的「專業、優秀」，並不因為某些亂港分子的污衊而稍損。
日前加拿大智庫菲沙研究所公佈世界各地「警察可靠度」的評分
與排名，2019年調查結果顯示，在「警察可靠度」的評分與排
名方面，香港取得約8.9分，排名上全球第6，僅次於芬蘭、瑞
士、新加坡、冰島和新西蘭；而美國只得8.2分，與排在第20位
的約旦同分。暴徒和縱暴派污衊警察，傷害的不只是香港的法
治，更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當歷史塵埃落定的時候，
暴徒和縱暴派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正懲治。

近日，暴徒行為彷彿變得較之前稍為收斂，然
而「戰火」其實重歸議會之內，立法會在反對派
鼠輩橫行之下可謂基本停擺，在反對派主持人濫
權拉布之下，內會至今3個多月仍未能選舉出主
席，導致法案無法得到審議；財會儘管已選舉主
席，但在反對派不斷針對公務員加薪撥款之下，
所有撥款通過無期；而在17區區議會「淪陷」的情況下，區議
會更淪為爭取曝光、明「獨」暗「獨」和潑婦罵街的遊樂場，過
往以民生實務為主的區議會已不復再。總之，除了政棍之外，絕
大部分市民也明顯成為輸家。
諷刺的是，既然市民成為輸家，那麼這半年來香港烽煙四

起，又是為了什麼？有人說是為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但修例早已撤回，何解還要破壞下去？有人說是為了調查所
謂「警暴」，警察依法維持治安，何罪之有？以千萬倍的暴
力去換取莫名其妙的調查，又是否具說服力？有人說是為了
民主，不過我們看看議會，一群打着所謂民主旗號進入議會
的人，為了他們的臆測和「反中」心態，正在以最不文明的
茅招阻礙議會正常運作。有人說是為了自由，不過多項評分
也顯示香港自由排名長期名列前茅甚至首位，爭取實屬滑稽
之談。
明眼人也會看出，事件的贏家只是一些無恥政棍而已，政棍

的說話也只是有如層壓式的騙局，即以一系列推倒政府會讓香
港更好的虛幻願景，加上吃香港的老本而壓榨出來的紅利幻
象。當魚死網破之際，香港一片頹垣敗瓦而壞得不可再壞之
時，或許政棍早已到英美澳加逍遙快活，但大多香港人又能如
何？政棍的無恥正在於此！
一群千方百計損害市民利益的人，絕不可能是真心對待市

民。市民必須細心認清這群鼠輩政棍的層壓式欺騙真面目，
不要再讓他們有機可乘，讓幾代港人的努力和未來毀於一
旦。

駱惠寧四個「始終」啟示香港走出政治霧霾重新出發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推動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

穩致遠》的文章，文章按照習近平主席視察澳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提出四個

「始終」，對香港如何走出修例風波政治霧霾、如何重新出發，作出了精闢的

解答，值得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重視。

龍子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

駱惠寧提出的四個「始終」是：始終堅定「一國
兩制」制度自信；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
方向；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始終築牢
「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

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
第一，香港爆發修例風波後，台灣蔡英文當

局、美國鷹派反華政客，都聲稱香港「一國兩
制」失敗，對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形成了
嚴重干擾。但是，「一國兩制」是歷史遺留的香
港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香港回歸祖國22年
來，「一國兩制」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
功。如同所有的新事物一樣，「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過程中也並非一帆風順。面對修例風波
的挑戰和衝擊，中央始終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並依靠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妥善
應對和處理，保持了香港社會大局的穩定，這

充分顯示出「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和制度韌
性，有助港人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不為
外部之干擾而迷惘。

建立健全維護國安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第二，駱惠寧指出，對於特別行政區而言，如果

國家安全體制機制長期缺位，外部勢力就能夠無所
顧忌進行滲透破壞，「一國兩制」實踐就面臨被衝
擊和破壞的極大風險。
的確如此，香港回歸至今已逾22年，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缺位所帶來的不良影響，已經有目共
睹，香港過去7個月的風波暴亂充分暴露香港在維
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埋下了
社會動盪的重大隱患。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只有
「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相信特區政府
一定不會辜負中央的信任、理解和耐心，一定會盡
快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

強化使命擔當重回正軌再創輝煌
第三，駱惠寧強調，始終強化「一國兩制」使命

擔當，是實現「兩個建設好」宏偉藍圖的題中應有
之義。習主席2017年視察香港時指出：「我們既要
把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建設好，也要把實行資
本主義制度的香港建設好。」在會見港澳各界慶祝
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習主席殷切希望香
港各界「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更加積
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
治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香
港社會強化「一國兩制」使命擔當，不斷增強對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信心，就一定能繼續堅守「一
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發揮優勢，聚焦發
展，一定能重回正軌，再創輝煌。

讓愛國愛港核心價值和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第四，駱惠寧指出，始終築牢「一國兩制」社會

政治基礎，是「一國兩制」實踐始終穩步前行的根本
保障。這啟發我們，香港「一國兩制」社會政治基礎
是愛國愛港成為全社會的核心價值。港人一直有很
強的愛國愛港優良傳統，從新界原居民抗擊英軍入
侵，到抗日戰爭期間港人以多種形式支援祖國內地抗
戰；從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肩負起抗擊日軍和拯救大
批文化人士等重要工作，到新中國成立伊始百廢待
興，港人與新中國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從港人為國
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
到支援國家發展和扶貧救災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都
體現出港人愛國愛港的優良傳統。也正是這種血脈聯
繫，讓香港戰勝一個又一個挑戰，不斷走向繁榮。習
近平主席視察澳門時指出，「愛國主義教育茲事體
大，希望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部門和學校擔負起主體
責任」，駱惠寧強調這一點對香港同樣非常重要。
特區政府、教育部門、青年團體，應引導香港青年
一代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
觀，讓愛國愛港的核心價值和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在新一份預算案公佈前，特首林鄭月娥公
佈百億十大民生紓困政策，扶助基層市民，
涵蓋安老、勞工福利及住屋範疇。這次大刀
闊斧的支援措施極具針對性，滿足基層市民
真正需求，令他們的生活得到更好保障，紓
困措施來得及時且有必要，有助解決社會深
層次問題，和緩社會氣氛。

特區政府擬向輪候公屋超過3年以上人士
提供現金津貼，為基層住戶提供過渡性資金
支援，還擬推出租務管制，令政府的支援切
實落實到基層住戶手中。此外，就3年過渡
性房屋目標，從1萬個提升到1萬5千個單
位，但畢竟目前輪候數量龐大，建議過渡性
房屋可放入長遠房屋策略，積極研究並採取
多種不同方法減少基層市民的居住壓力，共
同促進社會和諧。
對於旅遊、餐飲、零售、酒店等行業失業或

就業不足人士，此輪關愛基金將研究釋放最多
3個月的現金津貼，相信對上述員工而言會是
「及時雨」。而面對國際經貿形勢複雜多變，
政府應積極研究經濟下行而可能引起失業加劇
問題的應對辦法，及救濟失業市民的措施，以
加強對基層市民的保障。
這次特區政府不僅給予「打工仔」特別關

顧，連「初老族」亦得益。「兩元乘車」優惠
現時已涵蓋鐵路、專營巴士、專線小巴及渡輪
服務，每天多達126萬人次受惠。香港進入高
齡化社會，現時推行的各項長者福利都以65歲
作為門檻，很多60歲退休人士要等待4年才可
享有長者福利，今次政府願意將門檻調低，可
以說是一大進步，鼓勵長者再就業、出行、探
親及參與不同活動，提高他們的活力和社會參
與度。
對於當局提出把法定假期由現時12天分

階段增加至最多17天與公眾
假期看齊，無疑可加強僱員
權益保障，但值得注意的
是，當前香港正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相關
建議將對中小企構成一定的經營負擔，政
府可考慮在其他方面作出補貼。
這次特區政府推出的各項措施「積極有

為、具前瞻性，急民所急」，可以說是審時
度勢，展現出當局有決心、有能力帶領香港
走出困局。近年香港內外形勢嚴峻複雜，今
次特區政府迅速推出的多項措施突顯出對其
扶貧思維的新突破，反映政府非常有誠意和
決心解決香港當前的困局，重建市民信心。
希望社會各界盡快回復理性，摒除成見，與
政府同行，齊心應對未來挑戰，以理性務實
的態度，聚焦經濟民生發展，方為香港真正
的福祉。

新一輪民生紓困措施扶貧思維新突破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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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李世榮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早前，筆者曾在本專欄發表
一篇名為《不要讓區議會淪為

反對派的政治舞台》的文章，結果不幸地被
筆者言中。全港17個由反對派把持的區議會
近日亂象頻生，反對派將區議會作為政治表
態的平台，肆無忌憚超越區議會職權成立委
員會、無理攻擊特區官員等，他們這種漠視
民生事務，背離區議會職能的行徑，最終令
全港市民大眾受苦。
1月15日，大埔區議會舉行會議，討論成

立大埔區議會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職權
範圍涵蓋區內保安及政制事項，以及監察及
研究與大埔區內保安、公安(如公共秩序)、公
眾安全、入境事務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
注的事項等，政制事項及入境事務明顯與
《區議會條例》第61條有抵觸，屬於越權，
難怪有網民立即嘲笑大埔原來已「立國」
了。根據《區議會條例》第61條列明，區議
會職能應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包括
影響有關地方行政區內的人的福利事宜；區

內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政府為地
方行政區制定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
次序；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
而撥給地方行政區的公帑運用。該條例亦列
明，區議會要承擔地方行政區內的環境改善
事務、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以及社區
活動。可見反對派想達到政治上不可告人目
的而設的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職權上明
顯與《區議會條例》第61條不符。而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也表示，有關委員會偏離區議會
條例賦予區議會的權力，民政處無法參與會
議與處理會議文書，未來相關政府官員亦不
會出席有關會議。沒有政府官員出席會議，
區議員又如何向政府部門反映意見，這不是
浪費議會時間又是什麼呢?
至於早前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中西區區

議會，會上反對派議員無所不用其極用毫無
事實根據的言論攻擊鄧炳強處長，例如堂堂
區議會主席用不雅外號稱呼處長，又用警察
強姦示威者、示威者被送回內地、市民被自

殺以及有內地公安充任警察等
假消息，在莊嚴的區議會上利
用寶貴的會議時間質問警隊首
長，而會議又通過臨時動議要譴責及解僱剛
上任不夠兩個月的警務處處長，此等行為極
度幼稚及無知，完全令會議變成一場鬧劇，
既浪費議會時間又浪費社會資源。

由反對派把持的區議會亂象一而再發生，
正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電台所言，「人在
做天在看」，反對派做出罔顧市民利益的行
為，全港市民是看在眼內的。其實在《區議
會條例》第61條下區會有好多重要職能，例
如面對大型傳染病威脅，區議會可進行地區
主導計劃要求政府增撥資源應對。但武漢肺
炎自爆發以來將近一個月，在應對疾病傳播
方面，區議會又發揮了什麼角色呢？在此，
不得不引用一位網民的說話，「罵人就是反
對派最大的本領，議會作秀就是反對派的工
作。」話說得很真實，但最可悲的是到頭來
全港市民都要付出沉重代價。

區會亂象不斷 市民大眾受苦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雖然
勝負早在意料之中，但如此

懸殊的差距則在意料之外。引人注目的選舉之
後，台灣的政治版圖大變。國民黨和民進黨兩
黨之爭的大格局看似沒有大的變化，選人不選
黨的結果，則給了民進黨繼續執政的機會；年
輕一代走出來，成為台灣政壇的關鍵力量；藍
營出現泡沫化跡象，綠色小黨脫穎而出。種種
跡象顯示，選舉之後的台灣政治版圖之變，令
未來兩岸關係變得更為撲朔迷離。
歷來，台灣的選舉是兩黨之爭、「統獨」

之爭。雖然，選舉還是集中於兩大黨互不相
讓之中，但選舉卻體現出選人不選黨，蔡英
文雖然勝出，但民進黨的政黨票並未得到優
勢。選舉共有三張票，一張是「總統」票、
一張是政黨票，還有一張是民意代表票。兩
大黨候選人，蔡英文以817萬票勝出，韓國
瑜得552萬票，輸蔡英文265萬票。但這個
得票差距並沒有在政黨投票中反映出來。民
進黨的政黨得票481萬票，國民黨的政黨得
票472萬票，得票率都在39%左右，旗鼓相
當。也就是說，投了蔡英文的票，卻有336
萬選民並沒有選擇民進黨。這些選民並不見

得支持民進黨，投蔡英文的很多人只是不喜
歡韓國瑜。但在民意代表選舉中，民進黨又
大大勝國民黨。很顯然，國民黨推出的人選
不獲民眾喜歡。

年輕人顯露強大選舉力量
事實上，這一屆台灣選舉，還有一個特點

是世代之爭。從九合一的台灣地方選舉就顯
示出中間力量，尤其是年輕人的選票有着強
大的生命力，甚至左右、決定政治命運。按
理，整體來說，年輕族群的政治參與程度，
過去研究顯示並不高，觀察2016年投票率也
有類似現象。但根據中選會公佈的資料，
2020年選舉人總數預計有1,934萬76人，
20歲到23歲首投族人數共有118萬6,685
人，比率約佔6.14%，這是藍綠認為足以逆
轉勝出的關鍵數字。
2019年韓國瑜可以在高雄市長選舉脫穎而

出，就是因為爭取到了年輕人的青睞。今次國民
黨並沒有延續青春照耀的光譜。早在去年，根據
台灣民意基金會8月23日公佈的資料，韓國瑜
在年輕族群（20-39歲）間的支持度僅約兩成
上下，跟蔡英文的六成多差距甚遠。而且從7月

15日以來，他在年輕人間的支持度仍持續下滑
中。經過激戰，國民黨和民進黨的選戰結果之
差，基本上就差在年輕人手中。2020年台灣選
舉首投族逾118萬人，蔡英文比上一屆得票從
689萬上升到817萬票，多了128萬票，差不
多可以說，首投族的票都投給了蔡英文。

國民黨泡沫化值得關注
韓國瑜得票552萬票，看上去基本盤仍在，

但根基鬆動了。加上親民黨泡沫化，在此次選
舉中慘敗。國民黨老了，藍營已經是傾巢而
出，看不到可以更上層樓的有生力量。
最大的問題是，島內政治氣氛被香港修例

風波意外炒熱。面對「亡國感」為代表的意
識形態，國民黨無力繼續如傳統般打出統
牌。「九二共識」、「一國兩制」都變成了
國民黨的沉重包袱，沒有理直氣壯詮釋的力
量。不斷強調的「國家安全，人民有錢」，
是韓國瑜高雄選舉時的口號，如今在選舉中
變為空泛的陳腔濫調。
一場世紀選舉，打破了維持較長時期的兩

黨之爭、「統獨」之爭，改變了台灣的政黨
格局，對兩岸關係是一個新挑戰！

選舉後兩岸關係更撲朔迷離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0

���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