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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是香港回歸祖國23周年的日子，亦標誌着香港國安法正
式在港實施。一法可安香江，這是黑色暴力破壞香港超過一年後，香港重回正
軌及恢復秩序的轉捩點。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超過一個星期，細看條文，不難
發現寬嚴兼備，足以反映中央對港事務張弛有度，希望營造寬鬆環境讓香港重
新出發。可惜，攬炒派沒有總結反思過去錯誤，還進行所謂立法會「初選」，
如同虎口拔毛，挑戰國安底線，核心策劃者必自食惡果。期望安居樂業的港人
必須認清攬炒派面目，增強國家安全意識，齊來把握香港重新出發的契機。

香港國安法條文有鬆有嚴。從寬鬆層面來講，條文與國際法律的通常規定一
致，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表明了香港國安法是遵從現代法律原則，充分尊重香
港法律現況，對香港絕大部分市民而言，更存有很大空間和機會去重新為國家
安全補課。
從嚴格層面來講，香港國安法是一頭有牙老虎，針對性極強，對過去涉嫌觸

犯國家安全行為既往不咎，條文有寬鬆度，只是中央顧全大局，營造和諧環
境。現實是香港國安法嚴格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和機
構，列明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四類罪行行為和處罰，最重甚至判處香港最高刑罰——終身
監禁。

「35+」操控選舉
過去的周六日，我們看到攬炒派所謂的「初選」，以企圖在9月立法會選舉

中奪取「35+」為目標，部分候選人在政綱中更明言一旦當選將全面否決財政
預算案，達至他們癱瘓政府的「攬炒」詭計。

在香港國安法已實施下，作為核心策劃者的戴耀廷重蹈「雷動計劃」覆轍，
故伎重施，明顯是肆意挑戰國安法底線，舉辦「初選」亦涉嫌操控選舉，非法
獲得選民資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有明顯破壞意圖的選舉操控行動。

毫無疑問，攬炒派此政治操作違反選舉公平公正性，更涉嫌觸犯了顛覆國家
政權的國家安全罪行。香港國安法第22條明確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
施或者參與實施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嚴
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依法
履行職能，即屬犯罪。同樣地香港國安法第29條亦規定，對香港特區選舉進
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均屬犯罪。
我們再次呼籲理性的市民不要上當，期望你們認清事實，看清楚攬炒派的用

心就是令逐漸冷靜的香港社會重陷政治狂熱氣氛，甚至令部分市民墮入違法險
境。
香港過去一年面對黑色暴力衝擊，失業率屢創新高，亦有無數工友被減薪或

逼放無薪假，香港社會核心競爭力被嚴重打擊，經濟千瘡百孔。香港國安法正
好是令香港重新成為穩定而安全城市的良方，我認為社會各界都需要冷靜下來
思考，如何把握當下契機，為香港尋找一個重新出發的機會。

反對派舉辦的所謂立法會「初選」，是公然對香港立法會選
舉的非法操控，透過公投模式，先讓合資格的選民投票決定立
法會的參選人選。在投票過程中，他們在議員辦事處進行投
票，工作人員猶如是政府部門人員，要事先核實投票人的身份
證及選民資格，如過去的投票通知書、選舉事務處網站查證選
民記錄的截圖。

「初選」結果是作為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次序，於9月6日立法會投票日再給
選民投票。操控「初選」的戴耀廷在7月13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更威脅若有參選
人背棄初選協議，落敗後在9月立法會中出選，是「政治自殺」。他稱：「我
相信個認受性、約束力相當之強，就算有人係要背離協議，其實佢自己要負上
極大政治風險，甚至乎可以講係政治自殺。」他們擺明以「初選」之由剝奪他
人的政治權利，凌駕政府的選舉機制，左右選舉結果，擾亂政府公開公平公正
的選舉機制。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因為在九龍西「初選」的9張名單中排第7，於7

月14日召開記者會公開表示退出參加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成為第一個獻祭給
「初選」的現任立法會議員。按所謂的「初選」機制民主黨將在九龍西失去今
年立法會選舉的參選資格。難道民主黨在九龍西的實力真的這樣不堪一擊嗎？
非也，民主黨現在九龍西的九龍城、深水埗、油尖旺三個區議會共有16位區
議員，理應有強大的地區支援力量。
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在九龍東「初選」的6張名單中排在第5，

民主黨資深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在超級區議會「初選」的5張名單中排在第4。
民主黨幾乎處於包尾得票，反觀其他青年泛暴派得到的票數都遠高於民主黨的
現任立法會議員。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身上。眾所周知，民主
黨的社區服務是一眾反對派中做得最實的，樁腳的力量不容忽視，卻幾乎
「死」在所謂的「初選」機制。若按反對派要贏取「35+」的構思，胡志偉和
涂謹申也應失去參選立法會的資格，不應繼續留下來分票。九龍西黃碧雲的獻
祭，是換來其他民主黨人的生機。

觀看青年泛暴派的部署和在網上的互動，這場所謂的「初選」實際上是他們
在反對派陣營內奪權的部署，借此踢走傳統反對派。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
時，有不同青年人士響應號召穿梭在不同的票站，進進出出。這次也爆出同一
人在不同投票點可以投到票的情況。此投票漏洞可被有心人操控成為奪權的手
段。

斬斷外部勢力在港代理人操縱選舉的黑手
戴耀廷之流策動非法「初選」，為「攬炒派」立法會參選

人造王，實現「攬炒」香港、癱瘓特區政府之目的，其實質

更是一場圖謀推翻特區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的大行動。立法

會是特區管治架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承擔着重要的憲制性職

責。確保立法會選舉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進行，關係到香港

社會整體利益和廣大市民福祉。在香港國安法已經頒布實施

的今天，已是戴罪之身的戴耀廷竟然公開挑戰國安法，在外

部勢力的支持下，肆無忌憚組織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初選」，

是可忍孰不可忍！特區政府必須嚴查事件，追究戴耀廷的法

律責任，切斷外部勢力在港代理人操縱選舉的黑手。

姚志勝 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戴耀廷之流就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為反對派舉行
「初選」。特首林鄭月娥指出，香港的選舉制度沒
有「初選」，不容許任何做法干擾立法會選舉。港
澳辦和中聯辦嚴厲譴責反對派的非法「初選」破壞
立法會選舉公平，點名指戴耀廷進行違法活動有幕
後指使，強調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操控香港政治事
務。中央和特區政府就違法「初選」表達了高度關
注，值得社會各界高度重視。

「初選」圖謀推翻特區政府危害國家安全
戴耀廷把這次「初選」及9月立法會選舉工程，

定義為「奪權戰役」，「初選」則是關乎其操控立
法會選舉、「攬炒香港」部署的重要一着：一方
面，戴耀廷揚言，如果有人不遵從結果去參選，將
是「政治自殺」和必然落敗，這是對其他參選人的
赤裸裸恐嚇，企圖通過「初選」將立法會候選人
限制在幾個指定人士身上，壟斷派內的參選權

利，其操控選舉面目暴露無遺；另一方面，整個
「初選」過程已被揭發可以重複投票，結果主要是
「港獨」分子和「攬炒派」素人入圍，為「攬炒
派」參選人上位大開方便之門，成為操弄民意的民
主騙局。
戴耀廷在近年的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中，曾發動

「雷動計劃」、「風雲計劃」等配票行動，包括以
「棄保」、「救兵」等名目誘導投票。今次「初
選」不僅是過去這些計劃借屍還魂之作，更違規直
接取用選民登記冊及收集市民個人資料掌控票源，
進行配票，影響立法會選舉結果。戴耀廷操控、干
預選舉行為比過去更明目張膽，肆無忌憚。
更為嚴重的是，整個「初選」就是一場圖謀推翻

特區政府、危害國家安全的大行動。戴耀廷以「初
選」之名，通過操控選舉爭取「攬炒派」取得立法
會過半數議席的目標，掌握立法會的控制權，達到
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之目的。

戴耀廷操弄選舉觸犯國安法規定
立法會是特區管治架構的主要組成部分，承擔着

重要的憲制性職責。立法會選舉事務有着嚴格的法
定程序，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的環境下進行，關係
到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廣大市民福祉。戴耀廷之流
利用「初選」來操縱選舉，誤導選民在法定選舉中
的投票取向，嚴重損害其他擬參選人合法權利和正
當利益，已涉嫌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列明的賄賂、脅迫或欺騙手段影響他人參選、
退選，或於正式選舉程序中影響選民的提名或投票
等罪名。
香港國安法第22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

施或者參與實施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嚴重干擾、阻撓、
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犯罪；第29條又

規定，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均屬犯
罪。戴耀廷之流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策動所謂「初
選」，操控立法會選舉，以掌控立法會多數議席、
癱瘓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為目標，顯然已經觸犯了香
港國安法第22條和第29條的相關規定。

嚴查事件追究戴耀廷法律責任
戴耀廷是「佔中」發起人之一，是發動「港版顏色

革命」的始作俑者，是外國和境外勢力在香港的政治
代理人。在香港國安法已經頒布實施的今天，已是戴
罪之身，在「佔中案」中被判監16個月、正保釋外出
等候上訴的戴耀廷，竟然公開挑戰國安法，在外部勢
力的支持下，肆無忌憚組織非法「初選」，圖謀癱瘓
立法會和特區政府。特區政府必須嚴肅跟進，嚴查事
件，嚴格執法，追究戴耀廷的法律責任，斬斷外部
勢力在港代理人操縱選舉的黑手。

日前，在香港《文匯報》和香港教聯
會合辦的教育論壇上，特首林鄭月娥指
出，香港年輕一代出現的問題，是教育
被政治化的問題，歸根究柢是「一國兩
制」的建設問題，政治問題不解決，更
好的教育措施、更多的教育資源也難以
扭轉局面。這講出了香港教育的病根所
在，但要令香港教育撥亂反正任重道
遠，借落實香港國安法、國歌法帶來的
契機，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要下決心、
有擔當，從加強師資培訓、樹立具有深
厚國家民族觀念的教師入手，教育部門
要負起監督、引導的責任，確保教師愛
國愛港、尊重法治，才能令「一國兩
制」後繼有人、行穩致遠。

教育需要投放資源，但單靠增加資源
並非萬能，有時還可能適得其反。正如
特首林鄭月娥所指，如今特區政府投放
在教育的經常性開支已經超過130億
元，當中不少是回應教育界長期提出的
要求，包括中小學教師職位的全面學位
化，但是「好景不常」，去年一場反修
例風波，把教育的種種亂象暴露無遺，
3,000多名學生因參與違法暴力活動而
被捕；大學校園淪為「暴力溫床」，有
中學組織鼓吹「港獨」、煽動罷課；更
令人擔心的是，排拒國家和反對政府的
思想植根青年人的心中。這說明搞好教
育除了增加資源，還要保證資源用得其
所，把資源用在培養對國家、對香港有
感情、用心建設的人身上，而不是培養

反中亂港勢力。

搞好教育不能單靠增加資源
香港之所以出現有部分學生被誤導洗

腦、學校變成鼓吹暴力、「港獨」的
「溫床」，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出在
教師身上。從違法「佔中」開始，有所
謂學者就肆無忌憚地散播「公民抗
命」、「違法達義」的謬論，到反修例
風波期間，有教師公然煽動仇恨警察、
仇恨政府的言論，把暴力合理化，有教
師鼓動學生唱充滿「港獨」意味的歌
曲、宣稱「英國為消滅鴉片發動鴉片戰
争」。有中小學校在課程設計和教學
中，忽略了對學生全面的歷史知識和正
確的歷史觀教育；一些教師背離師德與
職業操守，在課堂上散播極端言論，甚
至慫恿帶領學生參與違法暴力活動。正
是失德教師日益普遍，導致學生走上是
非不分、漠視法治的歧途。
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實施，起到明辨

是非、弘揚正氣、震懾邪惡的效果，香
港的形勢正在發生積極變化，因此，教
育方面也要乘着這股東風，通過宣傳、
教育國安法、國歌法，抓住引導學生愛
國愛港、積極向上的主導權。
首先，要吸取通識科由教師任意解讀、

借通識教育散播「港獨」「自決」思潮的
教訓，教育局、學校管理層責無旁貸要負
起指引責任，確保國安教育、國民教育在
學校正確推行。

其次，是要更注重師資
問題。古語有云，古之學
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
惑也。所謂「傳道」，原指傳儒家道
統、傳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道；今天的「傳道」，指的是思想
教育，要求老師言傳身教，傳授一定道
理的同時培養學生的人格，形成他們正
確的價值觀、世界觀。說明了教育乃立
國之本，教師乃人之模範，只有發揮教
師的感染、薰陶、引導、激勵、鼓舞等
作用，才能培養出國家的棟樑、時代的
精英。

培養愛國愛港教師是關鍵
教育局不僅要對加強教師關於國安法、

國歌法的培訓，還要加強教師對國情民情
的認識，確保教師隊伍真的能讀懂中國國
情，凝聚對國家和香港的向心力，才能教
育出有希望的新一代香港學生。
特首林鄭月娥強調，在教育層面，國

家安全不是一個單一議題，她已經要求
教育局局長制定一套計劃，在各學校全
面開展有關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
的教育。她認為，這些法理的推廣宣
傳，也應該與中國歷史、國情教育有機
結合，以全面、深入、生動而有趣的方
式在各班級推行，以有效提升學生的國
民意識和對國家發展的興趣。社會各界
期待，在特首重視、特區政府的推動
下，香港教育有煥然一新的面貌。

教育撥亂反正「一國兩制」後繼有人
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英國政府宣布：將於2027年以前完全
剔除華為5G設備在英國的應用；今年年
底以前英國各通信公司不得再購買華為
5G設備，否則違法。和先前允許華為參
與5G非核心業務35%市場份額的承諾
相比，約翰遜突然大轉折，被外界普遍
認為，是被特朗普逼牆角的決定。可
是，之前能頂得住特朗普豪華游說團攻
勢的約翰遜，怎麼一下子垮了呢？
雖說英美有歷史淵源，但外交政策從

來都是獨立的。新中國成立後，英國是
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國
家。中國構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亞投行）時，英國也是第一個加入亞
投行的西方大國。英國也是第一個設立
人民幣結算中心的西方大國。

外交政策向美國投降
幾個關鍵節點，英國歷來是西方國家

中與中國維持較好關係的大國之一，也
因此中國與英國的貿易逐年增加，甚至
達到史無前例。根據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數據，2019年中英商品貿易總額為863
億美元，同比增長7.3％，是10年前的
兩倍。資料還顯示， 2019年，800家在
英中資企業年收益達910億英鎊，高於
2018年750家公司的680億英鎊。本來
亮眼的經濟數字，而且中英貿易和投資
有繼續向前發展的潛力，理由就是英國
希望在脫歐後加強與中國的關係。
不料，約翰遜將政治凌駕於經濟之

上，不顧英國人民深受脫歐和新冠疫情
的重創，舉手向美國投降，不僅破壞中

英「黃金時代」，更是創下中英關係自
二戰以來最壞的先例。
明明是放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向美

國投降，但約翰遜政府還找了個藉口，
說華為5G產品不安全，可是，華為自
2001年入駐英國，歷經2G、3G、4G，
直至5G，在英國通信網絡裏存在了近
20年，直至成為英國多數手機與電腦用
戶離不開的產品，現在一紙聲明就要剔
除。
約翰遜似乎在反智問題上和特朗普有

得一拚。特朗普認為白人主義至上，約
翰遜也譏諷少數族裔女性服飾像倫敦街
頭的郵筒；特朗普認為新冠病毒是感
冒，喝消毒水可以治癒，約翰遜也認為
新冠病毒是流感，群體免疫之後就沒
事，直至把自己送進了深切治療部，讓
英國感染和死亡人數居高不下才算明
白。現在，特朗普說華為產品不安全，
約翰遜也在英國民眾用了20年的華為產
品之後，也跟着美國說，華為用不得。

約翰遜搞投機影響惡劣
但約翰遜比特朗普更加防不勝防的是

暗藏心思。有人還說他是精緻的利己主
義。約翰遜想在政治上繼續找美國站
隊，以便不失去與美、澳、加、新等組
成的所謂「五眼聯盟」（Five Eyes，二
戰時五個英語圈國家組成的情報聯盟）
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英加澳新想達成
自由貿易，與此同時美國拿貿易大單誘
惑，希望美英貿易談判能夠速戰速決，
在美國的威逼與利誘下，在脫歐緊迫國

內抗疫又一團糟的情形下，約翰遜只要
看到好處，便急於取利。

然而，中國在約翰遜眼裏也很香，畢
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畢竟高鐵、核
電站、基礎設施，還需要中國人投資，
大學還需要中國留學生支撐，但當美國
一手舉起政治大棒和一手拿糖果時，他
便顧不得「承擔後果」的善意告誡，一
面向美國靠近，一面將部分議員提議
2025年剔除華為產品的時間，拖延至
2027年，一面以緩減短時間拆除華為設
備而帶來的更大的經濟損失，一面似乎
給中國看，今年年底前，華為產品還可
以賣到英國來，華為在英國的權益還有
時間，意思是，等到7年時間到來，該
6G換代了。
但約翰遜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搞投機，

耍滑頭，國際影響惡劣，也給戰後幾十
年來穩定的中英關係平添烏雲，中英貿
易與投資也必將受到影響。英國把全球
化的科技產品當政治玩，被世界看到
的，只是其見利忘義的本質。

約翰遜跟着特朗普玩，其實也是齟齬
多多，如美國希望農產品和肉類製品能
享受完全的英國市場准入，但英國敵視
轉基因糧食作物，也不能接受美國養殖
業給肉禽用抗生素、給牛打激素的做
法 ， 再 如 英 國 人 把 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國國民保健服務）視
為國寶，很難想像這個領域會對虎視眈
眈想收購的美國進行深度開放，總之就
算約翰遜跟着美國跑，前面也是一個個
的坑。

約翰遜放棄華為是掉入美國的坑
裴軍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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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工聯會理事長

洪錦鉉 城市智庫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