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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84名愛國愛港區
議員昨日發表聯署聲明，支持港區國安法。他們表
示，在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相關法律缺失的情況
下，全國人大立法完善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守護「一國兩制」，是合情、
合法、合理的，並呼籲全體香港市民支持全國人大立
法，止暴制亂、恢復社會安寧、讓香港重回正軌。
他們在聲明中指出，香港回歸廿多年仍未能建立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實於理
不合。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暴恐勢力持續在全
港各區及議會內外，挑動製造暴力事端，明目張膽
高舉「港獨」旗幟，鼓吹分裂國家行為，暴力破壞
社會安寧，已影響市民正常生活。
同時，攬炒派大搞「政治攬炒」、「經濟攬

炒」、「暴力攬炒」，試圖挾持全港市民福祉、與
民為敵，嚴重損害香港法治和經濟民生，危害「一
國兩制」、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聲明強調，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香港的市民安

居、社會安寧、經濟繁榮，在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
脅、相關法律缺失的情況下，全國人大立法完善香
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守
護「一國兩制」，是合情、合法、合理。
他們指出，全國人大立法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

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外國和境外勢力
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並不影響絕大多數守法
市民正常享有和行使法定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故呼
籲全體香港市民支持全國人大立法，止暴制亂、恢
復社會安寧、讓香港重回正軌。

攬炒派煽抗法 反證立法迫切
夥泛暴區員聯署抹黑港區國安法 建制批嘥公帑煽「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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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在中聯辦大樓外巡
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區國安法一旦

實施，「港獨」及

攬炒分子將無法繼

續肆無忌憚地勾結

外部勢力、損害香

港利益以至破壞國家安全。一眾攬炒派

政黨及團夥聲言將會「反抗」。18區攬

炒派區議員昨日就發起聯署，聲稱港區

國安法會「摧毀『一國兩制』」，將香

港的未來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更

聲言國際社會「斷不會坐視不顧」，而

他們將繼續發揮「地區力量」，聯結廣

大香港人「一同反抗」。建制派立法會

議員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攬炒派區議員不務正業，濫用公帑

及議員之名，煽動暴力、鼓吹「港

獨」，一旦港區國安法通過，他們定難

逃法網，遂企圖垂死掙扎，這更證明港

區國安法立法的迫切性及需要，期望盡

快通過。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審議港區國安法，各攬炒派政黨及
政團紛紛發難。民主黨就在fb發帖，聲稱

「香港已經退無死所，香港人只能盡力守護香
港，全方位對抗暴政」。公民黨發表聲明，呼籲
所有香港人「窮盡全力，沉着應戰，反對惡
法」。
「香港眾志」黃之鋒就稱：「拜托（託）大家

最低限度，要將上年五月尾六月頭做過嘅野
（嘢），搬返出來做一次。」羅冠聰則與「立場
姐姐」何桂藍，張崑陽，梁凱晴，葉錦龍等擺街
站，聲言要「準備做文宣工作，為新一波抗爭作
思想準備」。民協則聲稱「面對（港區）國安法
殺到，香港人只有全面迎戰，守護香港人的自主
權」云云。
18區380多名攬炒派區議員就全國人大審議港

區國安法發表聯署聲明，稱反對任何形式「收緊
民主自由」的法例，認為訂立港區國安法會「摧
毀『一國兩制』」，必須立即撤回，更聲言會繼
續發揮地區力量，聯結港人一同「反抗」云云。
各攬炒派區議員亦在fb發帖煽動大家要「反

抗」、上街，包括南區區議員袁嘉蔚、彭卓棋；
民協深水埗區議員何啟明就聲言「面對極權滅亡
前的瘋狂，港人無所畏懼」；灣仔區議會主席楊
雪盈聲言「我哋亦都一定奉陪到底，守護我城」
云云。荃灣區議員岑敖暉更與「港獨」分子一起
擺街站（見另稿）。

梁志祥：抗拒立法顯心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對這些攬炒派區議員
的言論感到莫名其妙。他說，今屆區議會被攬炒
派把持，利用公帑鼓吹攬炒、散播「港獨」等信
息，嚴重扭曲區議會職能，更與黑暴串通，聲言
要癱瘓社會，已演變成危害國家安全惡行。
他續說，在這情況下，中央出手訂立港區國安

法堵塞目前香港法律上的漏洞是合理且必須的。
攬炒派對港區國安法如此大反應，並聲言會傾力
反對，反映他們「身有屎」，擔心受到法律制
裁。

陸頌雄：無意違法有何懼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奉勸該些攬炒派區議
員先看一看基本法第十八條的內容，為自己提高
議政水平。他說，過去一年，他們以恐怖手段攬
炒香港，中央於是出手撥亂反正，若攬炒派自己
無問題就毋須如此緊張。

容海恩：市民盼回復穩定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認為，將港區國安法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是中央基於目前香港局勢作
出最適合的安排，有關程序按照憲法及基本法，
具法理依據。
她直言，攬炒派在過去一段時間的所作所為大

家都有目共睹。他們現在如此大動作反對，令人
質疑他們擔心法例落實後會受到制裁，證明有必
要盡快完成有關制訂工作，令香港回復穩定，這
也是香港市民大眾的期望。

全國人大審議訂立港區國安法，香港主流民意
紛紛叫好，唯獨攬炒派與西方反華勢力同一個鼻
孔出氣，攻擊中央此舉是什麼「繞過立法會」、
「『一國兩制』終結」、「中央有權用盡」。一
位建制派老友對自明笑說：「講到『有權用盡』
咁無奈，說明攬炒派都肯定中央有權為港立法，
認同本來就合法、合情、合理。其實，正正是攬

炒派23年來『有權用盡』，千方百計阻礙特區政
府完成二十三條立法，中央忍無可忍，才出手修
補國安漏洞，由全國人大授權人大常委會訂立港
區國安法。攬炒派賊喊捉賊，既是自暴其醜，亦
是自作自受。」

攬炒派區議員昨日又聯合發表聲明，聲稱「港
區國安法『摧毀』『一國兩制』，將香港的未來
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云云。對此，老友認為：
「攬炒派最叻就是惡人先告狀。回歸23年來，市
民看得清楚，是誰只講『兩制』中的香港『一
制』，卻從不講『一國』，令到『一國兩制』在
香港未能很好地落實。尤其是近幾年來，攬炒派
發動連場暴力衝擊，用磚頭、汽油彈破壞社會安
寧，企圖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利用國安
法漏洞、破壞『一國兩制』的罪魁禍首，正是攬
炒派自己。」

攬炒派攻擊中央出手立法護國安，是「濫用權
力」、「繞過香港立法會」。老友指出：「大家要
搞清楚前因後果，特區政府早在2003年就嘗試二
十三條本地立法，是誰百般阻撓。過去多年，中央
和特區政府多番強調，二十三條立法是香港憲制責
任，必須落實，又是誰將二十三條污名化、妖魔
化，大家心知肚明。攬炒派更長期在立法會濫用議
事規則拉布，阻礙一切維護國家安全、與內地融合
的法案，包括尊重國家的《國歌條例》，更加發展
到企圖癱瘓特區管治。要說『有權用盡』的，肯定
不是中央，而是攬炒派。」

攬炒派還胡言亂語稱，中央出手立法令「『一
國兩制』已死」，老友一針見血指出：「基本法
第十八條白紙黑字寫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

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今次人大訂立
港區國安法，正是依循第十八條行事。全國人大
做基本法講到明可以做的事情，怎麼會令『一國
兩制』已死？相反，如果放任攬炒派勾結外力搞
顛覆，中央坐視不理，不採取行動制止，『一國
兩制』才會岌岌可危。」

老友最後話：「攬炒派針對港區國安法的歪理謬
論，語無倫次，也表明他們心中有鬼，方寸大亂。
因為港區國安法正正打中其死穴，攬炒派反中亂港
的日子就快到盡頭。他們越是攻擊，越是說明中央
出手修補香港的國
安漏洞，必要、及
時和有效。只有堅
持訂立和執行好港
區國安法，香港才
有運行。」

「有權用盡」？ 攬炒派賊喊捉賊

何惠彬揚言襲警 政界促繩之以法
��

「流水式犯聚」3000警戒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

景源）立法會大會本周三恢
復二讀辯論《國歌條例草
案》，攬炒派文宣以全國人
大審議港區國安法為由，煽
惑網民今日在香港各區舉行
所謂「流水式」遊行，借機
製造混亂和掩護黑暴施襲。
據了解，警方已部署3,000
人、水炮車及裝甲車亦嚴陣
以待，若有人違法，將毫不
手軟重錘出擊。

市民赴中聯辦撐立法
全國人大正審議港區國安

法。為防「港獨」、黑暴分
子借機發難，警方由前晚開
始對中聯辦大樓、特區政府
總部及重點設施加強防衛，
配備防暴裝備的警員進入中
聯辦戒備，及在大門外設立
警崗，「銳武」裝甲車也在
中聯辦對開戒備。昨晚，有
市民到中聯辦外拉橫額叫口
號支持警方執法、支持國家
在香港實施國安法。
同時，警方在港鐵港島線

各車站加強巡邏及截查可疑
者。晚上6時許，有人在柴
灣新翠商場和杏花新城發起
「和你唱」，但只有數十人
參與，在警方的嚴密截查
下，聚集一個多小時便「散
水」。
針對有人煽動今日在灣仔

至銅鑼灣一帶參與「流水
式」遊行，警方昨日表示，

參與任何未經批准集結及遊
行者，有可能違反《公安條
例》下的「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罪」，警方絕不容忍任何
違法行為，並表示今日將部
署足夠警力、果斷執法及迅
速拘捕。
警方同時指出，參與非法

集結會增加病毒在社區傳播
的風險，及有可能違反《預
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組聚
集）規例》下的「進行受禁
群組聚集罪」，呼籲市民不
要參與任何未經批准集結及
受禁的群組聚集。
據悉，警方今日部署

3,000人應變大隊及速龍小
隊警員，覆蓋全港，其中重
點駐守港島灣仔和銅鑼灣一
帶，並已預留數個警署羈押
被捕者。同時，警方會預留
足夠兵力應對油尖旺區可能
出現的突發情況，配合鐵路
警區等各警區警力，全面撒
開警網，對任何非法集結及
違法活動，第一時間採取行
動。

■■昨晚有人在柴灣新翠昨晚有人在柴灣新翠
商場發起商場發起「「和你唱和你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攬炒派反對中央為香
港立法以維護國家安
全，更借機煽動暴力襲

擊，繼續鼓吹「港獨」。攬炒派元朗區議員何惠
彬前晚在facebook聲言「就算香港獨立唔到，都
會磨你一世」，更稱要以暴力襲擊警察。荃灣區
議員岑敖暉及「素人」鄒家成早前更在沙田設街
站宣揚所謂「拒絕殖民，民族抗暴」。多名政界
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訪問時批評，攬炒
派區議員鼓吹「港獨」更煽動襲擊警察，有關部
門應採取行動。
何惠彬前晚在facebook發帖明言：「就算『香
港獨立』唔到，都會磨你一世」、「你唔敢出手
打×差佬，第日（就）係打×國安，就註（注）
定比（俾）班×街食住，而（𠵱 ）家冇人同你地
（哋）講道理呀，而（𠵱 ）家講『拳頭』，你敢
搞正佢就有出路，眼前選擇得兩個：你條『命』
同埋『香港』。」

岑敖暉及鄒家成則於本月21日在沙田設街站鼓
吹所謂「拒絕殖民，民族抗暴」在鄒家成的宣傳
單張上寫着：「催化香港民族覺醒」、「揭示中
國帝國主義真相」、「香港民族正式遍地開
花」、「生死相依」等「港獨」文宣。

陳學鋒：證中央被迫出手
民建聯副主席、「議會監察」召集人陳學鋒表

示，所謂「拒絕殖民，民族抗暴」，完全是鼓吹
「港獨」分裂國家及煽動暴力，就是這些人的做
法迫使中央出手為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他奉勸
這些攬炒派中人，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要勇敢承
擔刑責。

郭偉強：反映港國安漏洞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攬炒派區議員

鼓吹「港獨」甚至襲擊警察，正反映了現時香港
法例未能堵塞國家安全漏洞，亦無法制止任何鼓

吹分裂國家或暴力恐怖主義的行為，說明訂立港
區國安法的重要。他批評，攬炒派以歪曲的歷史
觀誤導年輕人看待國家，對香港教育構成隱患，
希望香港市民會冷靜及理性拒絕攬炒。

陳恒鑌：須依法承擔刑責
民建聯新界西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任何人

公然企圖鼓吹「港獨」，煽動年輕人打警察，都
要依法承擔刑責，遲早入「赤柱監獄」。

李月民：違區員操守指引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表示，何

惠彬身為區議員，近日在區議會的言論已表現出
有暴力傾向，而今次在網上鼓吹他人使用暴力攻
擊警察，會在社會及對年輕人樹立極壞榜樣，除
了嚴重違反區議員操守指引，更屬刑事行為，他
會向警方及民政事務局舉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