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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早前離開香港赴境外，
近日突然回港有新搞作，他聲稱將計劃聯同一些團體，
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公共圖書館下架的「獨書」，
公開讓公眾借閱和翻閱。這些涉「獨」書籍，正是因
為內容或涉鼓吹分離、分裂、改變中國任何部分或香
港特區的法律地位或轉歸外國統治，才會被康文署勒
令下架，鄭家朗此舉有散播「港獨」思潮之嫌疑，或
已違反香港國家安全法。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21條，「任何人煽動、協

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
(即《香港國家安全法》)第二十條規定的犯罪的，
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
這個所謂「民間圖書館」，無論以大笪地形式，

借用區議員辦事處，霸佔公共空間，又或租用流動
貨車，均欠缺正當性和認受性。任何協助者、教唆
者、捐贈者，甚至租借貨車作流動民間圖書館的車
主，或會同樣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1條。再者，部
分書籍有版權，這樣傳閱有機會侵犯他人的知識產
權。區議員辦事處更是由公帑資助和營運的，不能
從事違法活動，而如果區議員在其辦事處以外的商
場範圍或房委會屋苑範圍內設「獨物」讓公眾翻
閱，不但違反香港國安法，也會違反租約和公契，
須即時被叫停。

在新冠肺炎陰霾籠罩下，公共圖書館也避免未經消
毒的書本成為播毒元兇，公共圖書館只提供有限度服
務，「民間圖書館」更成了播疫溫床，播「獨」又播
「毒」，警務處國安處須及時跟進。

大規模普測是重啟經濟民生活動基礎
大規模普測有效遏止病毒擴散，不僅是為本港內部重啟經濟、刺激消

費、增加就業打好基礎，也是為設立「健康碼」，重啟跨境經貿旅遊往

來，為本港經濟民生注入活力創造條件。得力於中央的支持，香港一直

希望推動的大規模社區普測終可實現。一些別有用心的攬炒政客，為一

己私利，罔顧市民健康安全，憑空捏造謠言，企圖搞垮普測安排，必須

予以揭露和譴責！一些國家連佩戴口罩也變成政治角力工具，拖累抗疫

工作，導致疫情成災，值得引以為鑑。全港市民為自身健康和切身利益

考慮，也為社會重返常態想，都應擯棄無謂爭拗，踴躍參與普測。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特首林鄭月娥日前宣布，社區普及檢測新冠病毒將
於下月1日開始，最快今個星期接受網上預約。根據
安排，中央提供的資源足夠應付全港750萬市民檢測
之用，為香港有效抗疫走出正確和重要一步。

全面切斷社區隱形傳播鏈
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以來，雖然確診病例數量有

下降，但感染源頭未明、確診者病死率高兩大問題
仍然亟待解決。新冠病毒十分狡猾，有22.6%患者
並無病徵，但仍具傳播病毒的能力。香港社會抗疫
疲勞的現象非常明顯，放寬社交措施可能會引發新
一波疫情。面對社區仍然存在很多隱形傳播鏈，只
要力所能及，香港社會都應合力除惡務盡。
事實上，不少國家和地區嘗試重開經濟後，疫情

都出現反彈。香港要夯實疫後重啟經濟民生活動的
基礎，以大規模普測全面切斷社區的隱形傳播鏈，
貫徹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原則，不讓病毒再

有可乘之機，至關重要。在這樣的背景下，全民檢
測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
眾所周知，當前香港經濟陷入谷底，固然與新冠

疫情限制經濟活動有關，但是疫情反覆，兩地不能
正常通關，也制約了內地活水對香港經濟的支撐，
大規模普測就是為「後疫情時代」振興經濟和恢復
兩地正常交往創造必要條件。

政客造謠誤導用心險惡
短期而言，大規模普測有效遏止病毒擴散，令確

診大幅減低，這是為重啟經濟、刺激消費、增加就
業創造條件，讓政府限制措施可以放寬或取消，以
恢復市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經濟活動，旅遊業、飲食
業、娛樂業等行業便可重拾生機，擺脫關門厄運，
失業率才有望回落。
中期而言，大規模檢測對經濟更重要的意義，就

是為設立「健康碼」打好基礎。眾所周知，兩地頻

繁交往，是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重要條件。現
在，香港要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更要排除疫症制
約，早日恢復通關。一旦「健康碼」與內地互換，
兩地恢復通關，往來人流逐步回升，將有力刺激香
港經濟活動，各行各業受惠。可以預見，透過大規
模社區檢測，令本港疫情受控，可以重啟跨境經貿
和兩地旅遊交往，為本港刺激經濟、改善就業注入
動力。

令人氣憤的是，在防疫抗疫、事關人命的大是大
非安排上，反對派仍罔顧市民安危，無視大規模普
測對香港抗疫的重要意義，將普測政治化，不僅抹
黑內地檢測人員和技術，對安排冷嘲熱諷，更製造
各種謠言，企圖搞垮普測安排。特區政府已多次說
明，香港需要引入內地人員和檢測技術措施作為支
援，檢測人員和器材都符合醫療專業要求，所有檢
測資料都會留在香港並且銷毀，一些別有用心的攬
炒政客，不僅散播「檢測無用論」，甚至憑空捏造

所謂「收集港人基因資料」、「輸送利益給予內地
機構」等謠言，企圖誤導市民，阻撓普測順利開
展。對於反對派為一己私利，罔顧市民健康安全，
將普測政治化的所作所為，必須予以揭露和譴責！

擯棄無謂爭拗踴躍參與普測
參與大規模普測是對個人健康和社會共同福祉負

責任的做法。一些國家連佩戴口罩也變成政治角力
工具，拖累抗疫工作，導致疫情成災，值得引以為
鑑。目前，多達三千名醫護響應號召參與普測工
作，本服務社會服務市民的精神，面對疫情風險
臨危受命，令人感動。專家指出，越多人參與普
測，香港抗疫越容易成功。為自身健康和切身利益
考慮，也為找出隱形患者遏制疫情和社會重返常態
想，全港市民都應踴躍參與普測，擯棄無謂爭
拗，全民動員，讓大規模普測水到渠成，香港疫情
早日穩定，為振興香港經濟、恢復兩地往來鋪路。

本港第三波疫情持續多時，盡快穩控疫情關乎
社會民生的穩定，也是經濟是否能重拾活力、向
前發展的關鍵所在，特區政府應抓緊時間控制疫
情，減低其對社會的影響。是次疫情中，中央心
繫香港，關愛市民，派內地醫護馳援香港核酸檢
測、方艙醫院及臨時醫院建設等，為香港提供了
全面的支持和幫助，但「攬炒派」卻頻頻對國家
的支持進行抹黑，阻礙抗疫，危害市民生命財產
安全。為抗疫勝利，本人提出如下建議：
1、大力推動社區普及檢測，盡早斬斷病毒隱性

傳播鏈。社區普及檢測可讓政府及醫療機構馬上
了解實際狀況，抽出感染群組，做好隔離工作，
從而做到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加快消滅病
毒社區傳播，保障市民健康。本港社區普及檢
測將於9月1日啟動，參與檢測的市民越多，檢
測的成效越明顯，因此，政府要加強文宣解
說，釋除市民疑慮，廣大醫護人員積極參與及

協助檢測計劃實施，主動向市民解說，做社區
普及檢測的推動者，各方共同努力，做好社區
普及檢測工作，找出隱性患者，有效截斷社區
傳播鏈。
2、推廣健康碼在港的使用。疫情防控的關鍵下

一步，在於盡快推動市民使用健康碼，方便市民
往返兩地和經濟重啟。內地實施健康碼已有成功
經驗，一切進展良好，本港可借鑒內地成熟經
驗，在本港推行港版健康碼。特首林鄭月娥早前
已指明，本港健康碼只用作出行到廣東及澳門，
或未來與香港合作「旅遊氣泡」的其他地區，並
非用於本地，因此，相信在本港私隱條例等法例
的規管下，市民的私隱不會被干擾，健康數據也
不會被濫用。
3、抗疫進展良好後，重拾經濟發展活力將是

關鍵。面對外部勢力的各種打壓，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加深與國家發展的協調度、助力國家內循

環發展，將是香港的最好出路。
本港疫情可控後，應盡快加強與
內地的溝通，先實現粵港之間的通關，為本港
經濟復興注入動力，同時應向中央建議，適度
放寬內地客來港消費的限制，例如可放寬購入
免稅貨品的價值總額等，盡可能讓內地客來港
購買更多貨品，助力本港零售業等行業復甦，
保就業，穩民生。
4、加強溝通盡快重啟內地來港自由行。內地疫

情防控效果卓越，疫情受控，多國已對內地客取
消旅遊限制，本港應加強與國家有關部門的溝
通，待本港疫情受控後，盡快重啟內地自由行，
以激活本港酒店、餐飲、旅遊業的發展動力。此
外，疫情也嚴重影響了部分來港求學的學生，因
此應為來港讀書的內地學生提供更多的支持與服
務，既保障內地學生的利益，也有益本港的教育
樞紐地位建設。

積極檢測推動「旅遊氣泡」重啟經濟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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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
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上星期一，不同出版社參與「通識教科書專業
諮詢服務」後終於公布了修訂版本，當中刪走了
「公民抗命」的資料練習題、在某教科書中刪去
了「警方近年的執法方式侵犯人權，損害香港居
民集會及示威的自由」等字句。這樣的做法，筆
者本教育專業的原則而言，這些改動根本就是
理所當然。
但一些以政治立場先行的所謂教師工會，居然指

責這次的「自願性專業諮詢服務」是政治審查，嚴
重損害通識教育科宗旨與目標實踐，窒礙高中生多
角度了解的學習機會。筆者認為讓教育回歸專業是
解決香港教育問題的第一步。沒有不偏不倚的教
材，又如何引導我們的學生從學習知識中建立正確

的價值觀呢？
首先，以刪減了的「公民抗命」課題作為一個例

子，在單元二「今日香港」中，主要的探討問題中
根本沒有與「公民抗命」相關的字眼，課程文件中
討論的是香港居民對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
形式等，但之前的教科書中卻以一些頗為偏激的
「公民抗命」作為事例來教育我們的中學生，不但與
法治和社會政治參與中提到「尊重法治」這一價值觀
和態度明顯是相違背的，更加對於青少年時期建立
守法意識是一個反面教材。今次將這些以往沒有審
核通過的錯誤內容糾正過來本就是一件好事。
再者，香港社會上本已充斥不少言論偏頗的

媒體，對於中學生而言，要有足夠的分辨能力和

資訊素養來接受收到的訊息本來已
經不容易。如果在我們的教科書
中，還出現「警方近年的執法方式侵犯人權，
損害香港居民集會及示威的自由」這類明顯有傾
向性的內容，教師又如何能夠不偏不倚地教導學
生呢？
教材經過審定可以有一個專業肯定，這當然應該

是第一步。筆者認為，下一步就必須讓我們的教育
工作者更好地去理解自己教授的內容，首要的當然
是單元三的「現代中國」。在教師培訓課程中，讓
更多通識科的準教師真正回到內地了解，否則所教
授的「現代中國」只是媒體上的中國，要讓學生建
立國民身份認同就比登天更難了。

通識教科書修訂是撥亂反正的第一步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香港教聯會副主席

隨國家加大扶貧力度，從國家領導人到各級
政府官員都真誠努力為社會、為人民鞠躬盡瘁工
作，使得內地近年在扶貧上取得巨大成功。經濟
發展水平日益提升，社會對於法治的公平公正要
求也相應提高，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對刑事偵查
權改革的訴求。
為了適應社會和法治發展的要求，國家積極推

進從嚴治警，加強法治建設，增強審訊透明度，
確保了公平審訊原則，更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明確
了「無罪推定」的原則，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
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些改革及變
化，切實扭轉了目前刑事偵查中的問題。

大刀闊斧改革司法監督
誠然，國家在制度層面大刀闊斧改革，取得良

好社會反響，但也要看到，在執行過程中還存在
許多問題，包括「有罪推定」、「變相刑訊」、
「誘導供述」等現象依然存在。
2014年1月7日，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習

近平總書記指出，不要說有了冤假錯案，我們現
在糾錯會給我們帶來什麼傷害和衝擊，而要看到
我們已經給人家帶來了什麼樣的傷害和影響，對
我們整個的執法公信力帶來什麼樣的傷害和影
響。我們做糾錯的工作，就是亡羊補牢的工作。
要更有效落實依法治國的要求及法律法規的相

關規定，對於刑事偵查程序的司法監督顯得非常
重要，可以對刑事偵查起到制衡作用，有效減少
冤案的發生。
現在內地司法的監督者大致分為三個類別：第

一類是媒體；第二類是上級對下級的監督了解和
各級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監督；第三類是當事人
申冤申訴，以求達到對案件的監督功能。
目前內地媒體對司法方面的報道，大部分採納

報喜不報憂的態度，即使偶有報道，也是發現重
大冤假錯案或被改判後才出現，這種較為保守的
態度，令媒體的監督職能出現缺失。事實上，通
過媒體的報道及監督，可以提升民眾對於國家司
法制度的信心，促進社會法治的發展。
至於上級監察機關的監督，因為集體負責制及

誰過問就要登記的制度，讓許多領導產生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且礙於人情關係等影響，導
致該項監督在實際運行中效果並不理想。即使是
具有冤假錯案重大嫌疑的案件，在上報上一級之
後，上級一般也不太願意主動監督下級的偵查活
動。依靠偵查機關報送的書面資料來判斷，難免
導致監督時間滯後、當事人被屈打成招，未能及
早察覺個別公安機關是否在立案或偵查中存在過
分執法或違法行為，這亦連帶引致當事人寫再多
的申冤申訴也無效用。
在刑事訴訟中，公、檢均承擔追訴犯罪的任

務，彼此聯繫不可分割，檢察人員很難擺脫追訴
犯罪的心理定勢，變相在監督刑事偵查機關時鬆
手，令監督效果大打折扣。
民眾申訴監督的限制就更多，許多地方政府為

了社會安定，多採取壓制態度，客觀上為冤假錯
案的發生提供了條件。最近發生的「張玉環」案
中，張玉環最終被羈押了9,778天後才改判無
罪，且是張玉環長達20年堅持寫申訴信，共寫了

四五百封才得以伸張正義。若民眾
申訴要付出巨大成本才能實現，民
眾監督幾乎形同虛設。

建設法治國家 維護社會穩定
刑事偵查的文明程度，最直接影響民心，影響

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公信力的喪失，意味司法
權的喪失。為此，建議內地可借鑒香港的傳票規
則制度，加強傳票簽發的標準及要求，對於證據
標準要更加明確具體，防止未找好證據就抓人，
保障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的律師參與權，完全法
律援助制度，避免通過詢問等方式來補充抓人的
證據，導致邏輯顛倒及刑訊出現問題。
冤假錯案的代價是慘重的，有擁有幾千員工的

企業，因老闆突然無端被捕，企業失去支柱而迅
速倒閉，影響幾千家庭的生計。冤假錯案影響的
不僅僅是個人，如今信息在網絡平台以幾何級數
傳遞散播，案件可能導致民怨沸騰。
中央努力解決貧窮問題，對中下階層的支持和

幫助有目共睹，這是國家之幸、社會之幸。另一
方面，我們也看到基層個別刑事偵查部門濫用職
權、破壞法治，對民心、社會穩定造成負面影
響。
要改變這種情況，在加強媒體監督、擴大民眾

監督和申訴渠道的同時，刑事偵查機關內部的上
下層監督及檢察院的外部監督，可多主動巡查現
存問題，使司法審訊更公開透明，監督機制更完
善，有效防止冤案的發生，建設好社會主義法治
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加強刑事偵查監督 有效減少冤假錯案
詹美清 香港工商專業協進會會長 香港工會聯合會法律顧問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讓本港現任立法會議員「繼
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所有反對派議員亦獲延
任，但偏偏反對派卻刁喬扭擰，遲遲未有定論。傳
統反對派民主黨、公民黨的主流已經講到出口「傾
向留任」，但偏偏「香港民意研究所」日前一個民
調顯示，63%自稱「民主派」的支持者反對留
任，令他們陣腳大亂。反對派開始是不想跟民調結
果，卻又擔心觸怒激進「抗爭派」，於是昨日又委
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再搞一個民調，以決定是否
留任。

衰過一次，今次民主黨講明，無論結果如何都會
尊重。但一向反對「設門檻」，訴求「真選舉」的
民主黨，卻在自家民調上加上「雙門檻」，包括要
剔除「無意見」者後，整體受訪者有逾一半支持某
選項，又或民主派受訪者有逾三分二人支持。這些
「門檻」細想頗為可笑，民調是你自己設計的，你
在選項中不設「無意見」這個選項，參與者自然只
能選擇「去」還是「留」，何須要你去剔除呢？參
與得你民主黨的民調，應該都是「民主派受訪者」
吧？難道又要被你篩選一遍誰是你的支持者？搞這
麼多小動作，無非都是為了操控結果。

情況十分明朗，傳統反對派既不想放棄立法會
的高薪厚職，卻又擔心惹怒「抗爭派」日後被狙
擊。於是只好炮製一個民調來為自己留任找下台
階，正是把民調當工具，設計出一個對自己有利
的結果。
如果真的尊重民意，為何上星期公布反對留任佔

6成的民調，民主黨又不尊重呢？難道民主黨認為
鍾庭耀的民調不科學，不公正？該項民調有2萬多
人參與，反觀民主黨打算做的新民調，卻只是預計
訪問2,000至3,000人。2萬多人的結果你都不尊
重，去尊重一個2,000多人的？民意不可能在一星
期內來個360度轉變？尊重民意還能這樣輸打贏
要？
事實上，傳統反對派不想放棄立法會議席講到出

口，卻又想「體面地」留下，唯有靠操弄民調為自
己解圍。不過，「抗爭派」要的並非是什麼「齊上
齊落」，而是要取而代之，利用「總辭」借刀殺
人。傳統反對派和「抗爭派」，一個是偽君子、一
個是真小人，兩者為了利益爭個你死我活。這場民
調無論結果如何，都必定是鬧劇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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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暉 時事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