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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仍未止息，香港經
濟陷入低谷，不但經濟總量出現按年嚴重下
跌，連失業率亦創下16年來的最高位。此時
此際，作為香港立法機關的一分子，擁有憲制
性的公權力，立法會議員應帶頭齊心抗疫，支
持特區政府積極刺激經濟，保障就業，發揮建
設性的作用，維護廣大市民的核心利益。
然而，在攬炒派議員濫用議會程序，不斷不必要地點算議

會人數下，立法會已一連3星期出現流會，而即使是會議進
行期間，一天7.5小時的會議，竟大概有3小時用來點算法
定人數，甚至出現了剛點算結束又再重複點算的情況，導致
原本半小時內應可完成的質詢，最終耗用了超過2小時才完
成，嚴重浪費議會時間、官員時間及公帑開支。這種為反而
反、為點人數而點人數、一心一意製造流會、妨礙議會正常
運作的破壞性舉措，算是維護市民利益的表現嗎？香港還有
多少時間和精力可供消耗呢？
也有人說，只要建制派議員全體留守在議會，便不會出現

流會的情況了，故議會流會責任在建制派。這完全是顛倒是
非、指鹿為馬的說法。試問一下，難道只有建制派議員才有
責任出席會議，反對派便沒有責任參與會議嗎？為何議會期
間經常只有建制派議員在座，卻不見反對派議員呢？流會的
觸發點是攬炒派議員不斷無理地要求點算會議人數，可見流
會是攬炒派一力推動的，也是攬炒派的目標，故攬炒派是必
須承擔流會的最大責任的。
依據基本法，香港立法會有10大職權，主要的包括監察

特區政府施政、通過或否決特區政府的議案，批准或否決公
共開支等。然而，癱瘓議會運作，以癱瘓議會來癱瘓特區政
府，損害市民福祉，絕非立法會的法定職能之一。嚴格來
說，搞議會癱瘓和攬炒，是違反基本法的，嚴重衝擊香港的
憲制秩序，有違背立法會議員需擁護香港基本法之嫌。

立法會復會後的亂象證明了，縱然香港正處於水深火熱之
中，但攬炒派仍未改變其為反而反的攬炒作風，而現行的議
事規則仍然存在漏洞，立法會仍無法正常運作，經濟民生仍
然受到議會攬炒的拖累。為保障市民福祉，改善立法會生
態，維持立法會的正常運作，重建理性議政和建設性的優質
議會文化，進一步修改立法會《內務守則》及《議事規
則》，堵塞無止境拉布及點人數的漏洞，可謂必然之舉、刻
不容緩。

攬炒派不是愛國者 應被「逐」出立法會
鄧小平早在1984 年便說了「港人治港」是「愛國者治港」，而愛國者的標準有三個：

一是尊重自己民族；二是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三是不損害香港的繁

榮和穩定。以此標準，香港的攬炒派立法會議員肯定不算是愛國者。攬炒派以立法會議員

身份，不斷拖特區後腿，癱瘓施政，令惠及民生經濟的諸多議案被迫押後審議，與廣大市

民利益為敵，「驅逐」攬炒派議員，已是民心所向。

馮煒光

攬炒派在去年10 月至今年5月「以主持立法會
內務委員會主席選舉為名，瘋狂『拉布』達7 個多
月」，目的便是阻止《國歌法》通過。這種不尊重
自己國家民族的行徑，令人髮指。

攬炒派「拉布」與市民利益為敵
攬炒派以立法會議員身份，不斷拖特區後腿，癱

瘓施政。上述的「拉布」便令惠及民生的在職婦女
產假延長至14 周的法例，被迫押後審議。這是和
廣大市民的利益對着幹。
至於以「點人數」製造流會，耗費立法會的寶貴

時間，更是罄竹難書。10月14日復會至今，攬炒
派不斷通過要求點算法定人數企圖製造流會，至今
4次大會會議就已點人數總共80次，耗時約14小
時20分鐘，延會後流會次數3次，惟攬炒派議員以
此為「傲」。

至於以「十二瞞逃」大肆說事，卻對台灣當局
秘密扣押 5 位逃台港人噤聲，攬炒派可謂極盡「雙
重標準」的能事。而攬炒派大肆炒作「十二瞞逃」
其實是想掩蓋這12 人涉及重罪及棄保潛逃，是混
淆視聽，轉移焦點，「掩護」暴行。

攬炒派上述行為，肯定不符合「愛國者」治港這
一原則。接下來是如何依法處理他們而已。

「驅逐」攬炒派議員是民心所向
從全局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決全體立法會議

員延任不少於一年，原意是寬鬆處理，減少爭
拗，讓全香港能聚焦在迫切要解決的問題上。例
如民生問題、住屋問題、抗疫問題以至港人的國
民身份認同問題等。但攬炒派議員不識好歹，為
了向在議會外的抗爭派作交代，於是大肆拖延議
會進度、抹黑警察。這是攬炒派又一次誤判形
勢，漠視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中央政府
的善意。
從民意走勢看，近日有民調顯示，近七成市民不

滿留任「泛民」立法會議員的表現，亦有逾六成市
民反對被取消參選資格議員的繼續留任。可以說，
市民對攬炒派議員的不滿已臻頂點，「驅逐」攬炒
派議員，是民心所向。
從宣誓角度看，誠如何君堯議員所言：「即使

議員已宣誓，但其後有瀆職行為出現，亦可撤銷
議員資格。」其實上屆梁振英政府也作出了很好

的示範。問題不在如何做，而是有沒有勇氣做。
從法律條文看，上述攬炒派擾亂議會運作的行

為，又是否算觸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三）
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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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國安警察不妨研究一下。

可以說從「愛國者治港」的政治倫理到民意到法
律條文等，攬炒派議員都應被逐出立法會，還立法
會一個清淨，也還港人一個發展的機會。因此，應
對攬炒派的主戰場，是在立法會，攬炒派的軟肋，
也在「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只要失去立法會議員
的光環和資源，攬炒派立即聲沉影寂，活動能力大
減。

特區政府應丟掉幻想立即行動
接下來是如何處理攬炒派立法會議員？筆者認為

特區政府應立即行動起來，仿效上屆梁振英政府，
以不符宣誓為由取消攬炒派議員資格（DQ）。由
於法庭排期需時，到了裁決時，立法會的延任也應
快到一年了（上屆是2016年12月初入禀，翌年7
月中裁決）。但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訊號。這是特

區政府向中央、向全國人民和港人，表明「不會再
啞忍攬炒派胡作非為」的重要政治表態。
第二便是依法DQ他們的參選資格，讓今天在議

會內胡作非為的 20 多名議員無法參選下屆的立法
會選舉。攬炒派不傻，他們也會準備好「Plan B」
甚至「Plan C」， 以便更新換代。但只要看看12
月民主黨換屆的主席及副主席人選，以及其中央委
員會席位的縮減，便可以看出攬炒派已後繼無人。
他們的「Plan B」或「Plan C」能否順利當選成
疑。縱使當選了，其政治判斷、謀略、人脈、活動
能力和能量也大為減弱。
總之攬炒派是「成也立法會，敗也立法會」。特

區政府官員尤其是政務主任（Administrative Offi-
cer, AO）出身的，不要再存幻想了。攬炒派是以
搞亂香港為最終目的，是以在香港甚至內地實施
「顏色革命」為長遠目標，他們根本不是想「治
港」，不是想「實踐抱負」。為了香港 700 多萬
市民福祉，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特區政府應
硬起來，秉持「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聚焦立法會
這主戰場，依法「驅逐」和「剿滅」攬炒派，還香
港一個生存和發展的機會。

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日
前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
建議》(《建議》)，其中闡述了國家今後強化戰
略科技力量，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打造雙
循環新發展戰略，意義重大，影響深遠。《建
議》關於香港部分，提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並對香港未來發展作出了清晰指引。在新
發展格局下，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積極投
入「十四五」建設，抓緊機遇，服務國家所
需，必定可以再顯光芒。

可以預期，國家在「十四五」期間將致力促
進消費，鼓勵發展自主品牌，做大國內市場，
同時加大改革開放力度，促進國際經貿合作，
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
相促進的發展新格局。香港必須抓住機遇，充
分利用自身國際網絡的優勢，配合國家「雙循
環」戰略，開拓新的發展空間。香港可與內地
合作攜手發展產業鏈上游核心技術，實現產業
升級，生產更優質產品。港商熟悉世界潮流，
可與內地企業共同創造優質品牌，拓展國內外
市場。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經貿樞紐，也

可繼續為國家引進外來投資，同時協助內地企
業走向國際。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建議》指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

中心和參與國家重大科學平台的布局。香港擁
有世界級的科研能力，高素質科技人才，也是
募集創業資金的金融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則是
高端製造業基地，也是領先創科企業的大本
營。香港應積極參與大灣區進行優勢互補，透
過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發展，推動整合
本身與大灣區的科研資源，共建合作發展平
台，擴大創科生態環境，提升技術創新、成果
轉化和市場應用，並要與大灣區合作培育本地
人才和引入海外科技專才，攜手打造大灣區成
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實現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良性競爭和多贏

的合作甚為關鍵。以航空業為例，香港、珠
海、深圳、廣州及澳門機場定位各有不同，可
透過促進及加強彼此合作，錯位發展和良性互
動，建設世界級機場群。當局可設立大灣區機
場發展委員會，統籌灣區內各機場的發展，通

過客、貨運輸的合理分工和空域
管理的協調合作，共同建設區域門戶樞紐。

促進國家現代服務業發展
《建議》亦提到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推動

生產性服務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以及
推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製造業融合，香港專業
服務業可以在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香港
是一個高度依靠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擁
有金融、商貿和不同專業範疇人才，熟悉國際
專業服務運作和標準，可為國家發展現代服務
業提供不同專業領域人才配合，並協助內地企
業與國際接軌，走向世界市場。

香港工商界也可積極參與國家其他城市群和
國家戰略地區的合作，如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
展戰略等，更好地融入國內大循環。此外，香
港在國際貿易和投資方面發展成熟，加上完善
的法律體制及各項高質素的專業服務，正可協
助內地企業開拓「一帶一路」機遇。期望特區
政府可積極善用香港金融服務的相對優勢，打
造香港成為內地企業投資「一帶一路」以及海
外企業投資內地市場的理想融資平台。

積極參與「十四五」抓緊發展新機遇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美國大選結果出爐，拜登
宣布獲勝，而特朗普則仍在
想盡辦法加以阻止，延遲拜
登當選。有趣的事是，上個
星期，即投票的前一個星

期，美國股市急跌，道瓊斯指數在一個星期
裏下跌1,800點。10月30日那一天，道瓊斯
指數一度跌至26,143點。市場恐慌什麽？市
場的恐慌是擔心這場選舉會變出「特朗普黑
天鵝」，擔心選舉會發生動亂。人們看到大
城市，特別是首都華盛頓，大街上的商店全
都用木板封死，自然感到恐慌。幸好，動亂
沒有發生，全美各地，有多處出現示威。但
是規模不大。於是，美國股市大幅回升，全

面收復前一個星期的跌幅，特朗普變不出黑
天鵝，估計共和黨的議員、精英們也會阻止
特朗普再胡鬧下去。
這場大選，舉世注目，更是美國歷史上最

多人投票的，而且雙方陣營也的確勢均力
敵。這場選舉，也是美國歷史上除當年南北
戰爭之外，最嚴重的社會撕裂期的大選。因
此，選舉結果也意味社會撕裂程度的反
映。過去，不少人都認為共和黨與民主黨分
別不大，因此，在很長的時間裏，出現共和
黨與民主黨輪流執政的現象，老百姓也都無
所謂，甚至選民往往會在總統選舉後的第3
年，在參眾議院的中期選舉中改變自己的投
票傾向，選另一個政黨的候選人當議員，目

的就是「權力平衡」，不讓總
統的權力太大。

過去 4 年，特朗普不但努力推「美國優
先 」的理念，也強調「白人至上」的理念，
掀起「白人至上」主義的熱潮，這就是社會
撕裂的泉源。從已經開票計算出來的選票分
布圖來看，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排列，那
就是鄉郊的選民多支持特朗普，而城市選民
多支持拜登。這也說明了今日美國的白人已
經自我退出城市，搬到鄉郊居住，這群白人
不喜歡與城市中的有色人種一起居住，這是
在自我製造「種族隔離」，越是隔離，社會
撕裂越嚴重。這種情況，就算拜登當選，相
信也沒有能力改變。

拜登當選難改美國社會撕裂
曾淵滄 博士

11月5日，警方在社交專頁宣布啟用「國安
處舉報熱線」。有市民對此表示關注，但事實
上熱線一向是撲滅罪行的重要工具。市民固然
可以親身到警局或打999舉報罪案，只不過在
打擊罪案方面，近年來熱線在香港和其他地區
都相當奏效。
例如在英國，倫敦警察廳設有反恐熱線協助

打擊恐怖活動。澳洲政府把國家安全熱線納入
國家反恐力量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在加拿
大、新西蘭和英國等國家，「滅罪熱線」是一
種致力於打擊罪行的專門熱線。任何人都可以
使用該專線服務，以匿名或保密的方式舉報罪
案。
「國安處舉報熱線」有雙重功能，一方面接

收市民舉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罪行，包括
顛覆、分裂國家、恐怖主義和勾結外國勢力的
行為，另一方面接受市民舉報含有敏感資料的
非緊急罪案，這些罪行不適宜透過一般途徑
﹙如致電999﹚來舉報。市民可以以電郵、短

訊或微信發送資料舉報罪行。警方一旦收到相
關資料，國安處人員將會接手處理案件。而這
些資料與反暴力報料熱線一樣，除了報告，還
可包括照片、語音檔案或影片。
舉報資料可以匿名方式提供，警方不會收集

使用熱線一方的個人資料。除了熱心市民可使
用熱線，執法部門亦衷心希望有份參與罪案的
犯人會回心轉意，透過熱線舉報罪行，這有助
保護香港免受犯罪分子破壞。與其他地方一
樣，熱線有助防範暴力和挽救生命，尤其是涉
及恐怖活動的情報。
警方會為舉報人的身份保密，此做法可鼓勵

大眾市民挺身而出舉報罪行。熱線至少會讓罪
犯三思，有望阻止他們違反香港國安法。此
外，若果疑犯打算棄保潛逃來逃避法律責任，
知情市民可隨時舉報，以便警方採取補救措施
和向法院提出相關的防範建議。
社會上有些人對國安處設立舉報熱線百般批

評，他們大多數根本就是反對香港國安法的

人，他們聲稱熱線會助長「窺視行為」並可能
被濫用。但是，身正不怕影斜，一般市民不會
因為有毒品舉報熱線而擔心被控販毒，同樣也
沒理由對「國安處舉報熱線」感到惶恐不安。
如果舉報內容不實，警方會立即予以銷毀。若
舉報屬實，警方立案徹查，符合公眾利益，因
為有助防範類似罪行。
在維持治安方面，良好的情報收集工作對

打擊罪案起關鍵作用，國家安全也不例外。
如果市民不願意舉報罪行，不論原因為何，
得益的是不法之徒，受罪的是整個社會，因
此我們必須盡一切所能向警方舉報罪行。要
成為安全城市，不受罪案困擾，就需要警察
與守法市民攜手合作。不管要撲滅哪一種罪
行，警察熱線確實是達成這個偉大目標的一
個重要手段。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原

文發表在《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
節。）

國安處開設舉報熱線有必要
江樂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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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國家將進
一步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未來，香港只有融入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跟上國家經濟前進的巨輪，
才能得以持續發展。
過去數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反對派擾亂

議會運作謀求癱瘓政府，政府施政寸步難行，社會民生停滯
不前。及後黑暴加上新冠肺炎肆虐，令本港經濟雪上加霜，
一潭死水。外部經濟環境惡劣，香港要靠自身的力量走出困
局談何容易。
正如中央官員所講，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經濟

發展有良好的基礎和獨特的優勢，積聚了大量高素質的專業
人才，亦與世界經濟有廣泛聯繫。在各樣優厚的先天條件
下，加上中央的利港政策，香港更不應再故步自封，應行多
幾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積極尋
找發展機會，才能令香港繼續長足發展，重新綻放光彩。

除了政策配合，民心亦要配合，香港實在需要更多正面積
極的聲音。所以，香港電台作為公營廣播電台，實有不可推
卸的責任。港台除了製作更多介紹「十四五」規劃有關的節
目，亦需要將內地的新發展、新氣象、新作風告訴港人，增
加港人對國家發展的認識，凝聚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只有
香港上下齊心合力，才能發揮最大的能量。
中央對於香港「一國兩制」方針沒有改變，保持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是國策，香港要改變現況，復甦疲弱的經濟，只有
融入和配合國家發展才是正道。「十四五」規劃充分考慮了
香港的未來發展，讓香港能參與其中，與國家共同繁榮，所
以我們應把握機會積極參與，為香港的繁榮穩定，為國家的
更進一步發展貢獻一分力量。

彭長緯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公營廣播關注組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