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論壇文
匯

■責任編輯：林澤勇

20202020年年66月月1212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

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今年是基本法頒布30周年。香港特區政
府於6月8日舉行一場網上研討會，藉此回
顧「一國兩制」的初心，清楚認識香港特區
的憲制基礎。除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之
外，還有多名中央官員和特區的重量級人物
發言，包括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和香
港特區首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筆者認為，在此時此刻向廣
大港人宣傳正確認識基本法是絕對切合時宜。
近年，「港獨」、「自決」等分離主張不時出現，原因除了

本港反對派和外部勢力興波作浪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
香港青少年未深入認識和正確理解基本法，不少青少年誤信
反對派的歪理讒言，誤以為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就
等同完全獨立於中央政府，更被反對派煽惑、利用來反對中
央為香港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體制。
基本法保證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確保港

人享有言論、集會、結社和通訊等自由和權利，香港繼續保
持回歸前的資本主義、自由開放的經濟模式，繼續保留普通
法的司法制度。此外，基本法亦訂明香港的終審法院可以按
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地區的法官參與終審法院的審理。擁有
國際商業社會熟悉的普通法制度和健全的司法制度，是香港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基本法是香港繁
榮穩定的重要法律保障。

但要認識到的是，香港的憲制基礎是由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共同構成的。一個國家，只有一部憲法，這是世界慣例。基
本法是根據國家憲法制定的。反對派經常抹黑和曲解基本
法，扭曲中央和香港的關係，硬指中央只管香港的國防和外
交事務，其他一切事務由香港自決，這是完全錯誤的。只要
認真理解和認識基本法，便知道「一國」是「兩制」前提，
這是「一國兩制」的「置頂」設計。

基本法第一條清楚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基本法第12條清晰寫出，香港特
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已經出現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例如有人
企圖或正在分裂、顛覆國家，並採取具有恐怖主義特徵的暴
力手段，中央出手訂立港區國家安全法，完全合憲合法合
理。「一國兩制」是香港長治久安、安定繁榮的保證，基本
法則如譚惠珠所指，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定海神
針」，這個形容十分貼切。
廣大市民應當認真學習和擁護基本法，理解基本法對於香

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重要意義。

恪守基本法 確保立法會選舉公平公正
香港特區政府6月12日刊登憲報，公告第7屆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9月6日舉行，提

名期定於7月18日至31日。選舉事務處近日公布2020年選民人數約為445萬，較去年

淨增長約32萬人。希望特區政府吸取去年區議會選舉的慘痛教訓，痛定思痛，制定和

完善更合理、更安全、更公平的投票程序，讓選民在安全、正常的環境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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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區議會選舉，反對派趁黑暴之亂在452個
直選議席中搶奪了389個，有250多名當選者為
40歲以下。其中以「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或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為政綱的不下百名，明
目張膽反中亂港、鼓吹「港獨」，違反基本法，
本來應該被DQ(取消資格)，只因選委會把關不
嚴，導致大部分區議會被反對派騎劫，他們政治
掛帥、不務正業、無事生非，與區議會的功能與
職責背道而馳。

國安法築牢「一國兩制」根基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5月28日表決通過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香
港特區政府、各界團體和人士紛紛表示歡迎和支
持，將全力配合盡快完成相關立法工作，維護國家
安全，築牢香港「一國兩制」根基。

國安法的制定，將使香港有更加完備的法律體

系、更加穩定的社會秩序、更加良好的法治環境，
也更有利於維護香港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地
位。去年「修例風波」使香港痛失保持了25年的全
球最自由經濟體地位，今年首季本地生產總值
（GDP）按年實質下跌8.9%，為十年來首次出現負
增長，比亞洲金融風暴及金融海嘯期間的表現更
差。廣大愛國愛港民眾期望香港能夠盡快恢復正
常，向前發展，所以紛紛簽名支持「港區國安
法」，日前共收到292萬個簽名，充分證明香港維
護國家安全立法是人心所向、勢在必行。

事實上，國安法為愛國愛港力量注入了強心劑，
國安法的實施執行，將為香港社會重納正軌提供強
有力的法律保障，令「港獨」分子得到嚴懲，也讓
廣大民衆看穿反對派的醜陋面目。雨後復斜陽，香
江陣陣蒼。在此大好形勢下，廣大民眾士氣大振，
希望愛國愛港力量乘勝而進，以300萬人聯署的磅
礴氣勢，在9月立法會選舉中踢走反對派，推選建
制進入立法會，以確保立法會的正常運作，維持社

會的正常秩序。

立法會選舉必須嚴把入閘關
基本法第一條清晰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大家知道，「一
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一國」是
根、是本。香港之所以亂象叢生，一個重要原因是
反中亂港和外部勢力無視「一國」之本，肆意挑戰
「一國兩制」的原則底線。所以，在9月的立法會
選舉，希望特區政府恪守基本法，嚴把參選人的入
閘關口，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遏止「港獨」分子進
入立法會。
首先，所有參選人必須承認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明確表明自己是中國人，而且必須遵守「一國
兩制」原則，擁護基本法，那些反中亂港、宣揚
「港獨」的人士絕對不能入閘、不能參選。
第二，地區選舉主任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要有承擔、肯負責、敢作為，這樣才能確保立法會

選舉公平、公正。
第三，必須全面改善投票、點票程序，確保立法

會選舉順利進行，防止去年區選的混亂場面重現。
第四，發動愛國愛港人士出來投票。2019年的正

式登記選民為413 萬人，去年區選總投票人數為
294萬，即仍有119萬人沒有投票，當中也包括一部
分在觀望中的愛國愛港人士，所以，希望在立法會
選舉中，愛國愛港的投票人應看清形勢，全力支持
建制候選人。

偉大的夢想是拚出來幹出來的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我們期望未來建制派

更加團結，齊心協力，用拚搏的精神和頑強的鬥
志，打贏這場硬仗。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指出：
「偉大夢想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拚出來、
幹出來的。」讓我們好好運用手中重要的一票，把
建設力量選進立法會，還立法會一股清新正氣，還
香港一個朗朗乾坤。

立法會審議《國歌條例草案》，攬炒派議員
朱凱廸、陳志全及許智峯於會議期間投擲有濃
烈臭味的物品，企圖阻止審議國歌法。攬炒派
為阻《國歌法》三讀通過，居然無所不用其
極，屎尿臭蟲盡出，做法屬於威嚇行為，筆者
與多名建制派議員其後到灣仔警署報案，要求
警方盡快對涉事的攬炒派議員採取行動。
攬炒派接連透過卑劣手段阻《國歌法》通

過，充分反映其不尊重國家，已挑戰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的底線，相關行為更加涉嫌違反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7（c）
條。該條例明確規定，任何人在立法會或任何
委員會舉行會議時，引起或參加任何擾亂，致
令立法會或該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中斷或相當可
能中斷，即屬犯罪，可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12
個月，如持續犯罪，則在持續犯罪期間，另加
每日罰款2,000元。另外，同一條例第19(a)條
指明，凡任何人襲擊、妨礙或騷擾任何前往或
離開會議廳範圍，或在會議廳範圍內的任何議
員，或藉武力或恐嚇嘗試強迫任何議員宣布贊
成或反對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的待決動議或事
項，即屬犯罪，最高可處罰款1萬元、監禁12
個月。港府需依法追究其罪行，使違法者受到
應有的法律制裁。

攬炒派在這兩周接連「潑屎水」，已超出文明
社會底線。早前《國歌法》進行二讀審議程序，
許智峯手捧一包泥漿屎狀「腐爛植物」，霎時議
事堂臭氣充斥，有議員更不適嘔吐要送院。《國
歌法》三讀辯論，陳志全和朱凱廸忽然衝向主席
台，陳手持竹籮，內藏一堆白色臭蟲，竹籮一掟，
議事堂臭氣熏天，而朱凱廸亦潑出臭味「有機肥
料」。攬炒派為阻《國歌法》三讀通過，竟然挖
盡心思，行為骯髒污穢，卑鄙齷齪。

攬炒派違基本政治道德
立法會內會自去年10月復會後癱瘓長達半

年多，濫用臨時主持人身份大打拉布戰的公民
黨議員郭榮鏗，承認癱瘓內會就是旨在阻止
《國歌法》通過。反對派這麼忌憚與仇恨《國
歌法》，旨在延續「去中國化」、「去中央
化」的伎倆。攬炒派以不同手段阻撓《國歌
法》通過，包括妖魔化、污名化法例，指該法
例將「壓縮言論空間」、港人會「誤墮法網」
等，刻意製造市民恐慌和憂慮，企圖阻撓《國
歌法》通過。攬炒派阻撓《國歌法》立法，現
又藉同樣方法圖把港區國安法污名化，使用不
同歪理恐嚇本港市民。攬炒派如此仇恨代表
「一國」尊嚴的《國歌法》，更加印證中央為

本港設立國安法的重要性及迫切
性。
國歌與國旗及國徽一致被視作國家的象徵，

任何人都不得隨意侮辱，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
就國歌進行立法，以保國家尊嚴。4年前，有
議員於立法會就職宣誓時「玩嘢」，更使市民
反感，預料通過《國歌條例草案》後，議員日
後也要宣誓尊重國歌，議員如反對《國歌條
例》，則不應參選或擔任公職。攬炒派議員惡
意拉布，以擲臭彈等下三濫手段阻《國歌法》
通過，極度無聊，更反映其黔驢技窮、不得民
心。攬炒派又要反《國歌法》、又要做香港特
區議員，是違反基本政治道德。
國歌作為國家的象徵，超越意識形態的不

同，國民唱國歌，尊重國歌，是很自然合理的
事，也屬於「普世價值」。中國的國歌《義勇
軍進行曲》，是在中華民族受到日本帝國主義
侵略、國家存亡之秋創作的一首振奮人心、號
召奮起抗戰的進行曲。身為祖國的一分子，港
人又豈能不珍惜、愛護和尊重自己的國歌呢？
《國歌法》立法，主要是針對刻意侮辱、冒

犯國歌的行為，犯法的門檻高，一般市民只要
尊重國歌，並非有心挑戰，根本不存在容易誤
墮法網的問題。

攬炒派「潑屎水」超出文明底線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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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攬炒派為抹黑港區國安法，煽動黑暴重臨，近日，有政治
團體煽動學生參與所謂「罷工罷課公投」，企圖利用學生作
為政治工具。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向全港中小學校長發信，提
醒學校要正確引導學生認識港區國安法。
去年所謂「罷工罷課」，結果經常演變成非法集會、堵路

縱火、刑事破壞，所謂「罷工罷課」已經成為影響香港社會
穩定的一大污點，老師和家長會同意學生參與這樣的違法暴
力行動嗎？過去一年多，共有8,057人涉及修例風波被捕，
1,472人已被起訴。在這些被捕者中，有四成報稱是學生，
其中一半是大專生、超過四成是中學生，情況令人憂心。負
責任、為學生好的老師和家長，會同意學生、子女參與這樣
的違法暴力行動嗎？
攬炒派仍不死心，企圖將黑手伸入校園，繼續為害學生。

學生受到攬炒派編製的假新聞誤導，學校的「黃教師」以偏
激歪曲的試題和教材誤導學生，「港獨」、「自決」等歪風
在校內甚囂塵上，學生很容易像中毒一樣，為「公義」參與
違法活動。
學校和家長都有責任引導學生行正途，應在校內加強有關

基本法和法律的宣導，讓學生清楚知道，違法就會受到法律
制裁，再崇高的理由都不是違法的原因。

如今復課不久，攬炒派即以學生作為政治籌碼，煽動學生
參與「罷課公投」，就是要把政治歪風傳入校園，引誘學生
走上搞違法抗爭的邪路。基本法和法律沒有所謂「公投」制
度，公投不合憲不合法，而自修例風波引發的罷工罷課，一
向以暴力收場。如今攬炒派的魔手再伸向校園，是將學生推
向違法暴力、自毁前途的淵谷。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強烈譴責有團體煽動學生參與「罷工罷

課公投」，是盡責的表現。校方應嚴肅處理校務，令教育回
歸教育，阻止政治歪風荼毒學生、禍害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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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自2019年反修例風波以來，反中亂港勢力
猖獗，接連出現的違法暴力行為肆意破壞香港
社會經濟秩序，不僅對香港人民的生存發展和
香港社會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更是對
「一國兩制」底線的公然挑戰。面對危局，此
番中央政府主動從國家層面制定港區國安法，
填補香港特區在國家安全立法的漏洞，有助於
確保「一國兩制」不被破壞，保障國家和香港
社會繁榮穩定。

國家安全屬於中央政府事權，香港回歸至今

23年，國家基於對香港的信任以及對「一國
兩制」的尊重，將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權交
予特區政府，卻遭受阻撓遲遲未能完成立
法，導致國家安全在立法上的漏洞成為「一
國兩制」實踐中的重大制度短板。就連作為
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國歌法》，從
提交立法會至今也花了將近一年半才得以通
過。由此可見，在當前情勢下，由國家層面
出台實施該法案十分有必要，亦充分體現了
中央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意

志和堅定決心。
港區國安法的落實，讓愛港

者安心，令亂港者恐懼。香港社會近年來因政
治衝突而受到的挫折已然巨大，想要重拾發展
首先要追求社會的平和與穩定。港區國安法通
過後，由於具體法律條文尚未公布，社會大眾
仍處於觀望狀態，為避免有心人進行輿論炒作
至蔓延發酵，從而誤導大眾，希望港區國安法
的立法過程盡快完成。

國安立法助香港走出泥沼
譚鎮國 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全國人大啟動港區國安法立法，美國隨即威
脅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本港反對派隨即
鼓吹香港將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其實回歸
以來，香港的金融發展與國家發展密切相關，
隨着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香港的國際金融中
心角色將日益鞏固，香港的未來取決中國發
展，無懼美國恫嚇。

2004年初中國央行啟動人民幣在港存款業
務，人民幣資金池迅速擴容。2007年7月人民
幣啟動第二輪匯率機制改革以來，香港作為中
國最大的人民幣離岸結算市場迅速發展，2014
年在港人民幣存量曾達到1.16萬億人民幣的峰
值。2015年因歐洲金融危機爆發，及中國股
市見頂，人民幣存量逐步收縮至6,000億水
平。2016年10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
式將人民幣納入SDR特別提款權新貨幣籃子，
人民幣佔比達到10.92%。

中國實力足以抗衡美國打壓
近年隨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香港人民

幣存量及相關資本投資又逐漸恢復增長。目前
中資企業在港上市規模已超過香港上市公司佔
70%比重，股票市值超過60%，每天中資股

份交易額佔比平均超過50%。香港作為亞洲國
際財富管理、風險管理與資產配置中心逐漸形
成。2009年9月中國財政部首次在港發行人民
幣國債（主權債），目前規模已突破2,000億
人民幣。中國央行自2018年11月在香港建立
發行人民幣央行票據常態機制，央票發行規模
也逐年增長。今年5月14日中國央行在港成功
發行300億人民幣央行票據，受到眾多海外投
資者的青睞。
以中國的實力，足以抗衡美國對沖基金對香

港資本市場的做空打壓。2016年初、2018年
初和2019年7月底，祖國基金連續幾次利用香
港離岸市場，成功阻擊美國對沖基金做空人民
幣和恒指，就是最好的例子。
另外，香港特區政府擁有近4,400億美元的

外匯儲備，是基礎貨幣的兩倍多，足夠應對外
匯市場資金自由轉換。港府財政儲備也高達
9,000多億港幣，截至今年4月底中國持有3.5
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作為堅強後盾，其中持有
美債達1.09萬億美元，既可反制美國國債市
場，又足以確保香港亞洲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以及捍衛香港聯繫匯率機制的穩定運行。
香港在經歷1997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全球

金融海嘯後，金管局不斷深化金融監管改革，
金融監管更加規範，風險控制、壓力測試更加
嚴格。香港金融系統也非常穩固，銀行資本充
足率維持在20%較安全水平，遠高於國際普遍
要求大於8%的安全邊際標準。由於中國經濟
穩定增長，近年俄羅斯、歐盟等各國儲備人民
幣比重持續上升。

完成國安法 港金融中心地位更穩
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改革也在提速。5月14

日，中國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和國家外匯
管理局等四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金融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頒布26條金融
措施，將有助進一步推動國家金融體制開放創
新，並全面深化內地與「港澳特區」的金融創
新合作，「意見」明確提出，將為全面推進落
實國家「大灣區戰略」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撐和
保障。因此，中國可以利用貨幣政策和金融工
具，穩定人民幣與港元匯率的短期波動。
筆者相信，只要盡快完成港區國安法立法工

作，落實執行機制，讓香港盡快回復穩定，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非美國的危言聳聽所能撼
動，因為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趨勢所決定的。

美國制裁動搖不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