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香
港多個團體昨日到政
府總部遞交請願信，
支持人大常委會決定
和DQ攬炒議員。
「新年代」一行4
人在政總外高叫「泛
民惡意拉布癱瘓議會
運作」、「妄圖攬炒
香港公職行為失當」
等口號，批評攬炒議
員拉布惡行，更開香
檳慶祝人大通過有關
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
的決定。
「監督議會聯盟」

高舉寫有「議員無愛
國者言行必定無得留
在議會」的標語，表
示立法會議員是否盡
職盡責、急市民所
急，與本港繁榮穩
定、市民安居樂業息
息相關，但攬炒派拉
布阻礙內會進程，令
大量法案積壓，罔顧
市民福祉，全國人大
常委會今次的決定十
分明智及時。
「反黑金－反港
獨關注組」4名代表

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合情合理且造福議會及大眾選
民，並建議政府及立法會，應
在公務員體系倡議「愛國觀
念」、以服務國家人民為己任
的標準，組建優秀的管治團
隊，為港人謀求福祉。
「筲箕灣居民反拉布關注

組」、「沙田各界大聯盟」、
「西貢關愛社區聯盟」、「屯
門區漁民」、「公義之聲」、
「離島監察議會聯盟」及一批
市民亦到政府總部外遞交請願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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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反黑
金－反港獨
關注組」4名
代表於政府總
部外高叫口
號，表示人大
常委會通過有
關香港立法會
議員資格的決
定是合情合
理。

■團體「新年
代」一行4人
在政府總部外
高叫「泛民惡
意拉布 癱瘓
議會運作」、
「妄圖攬炒香
港 公職行為
失當」等口
號，表示支持
人大決定。

■團體「監督
議會聯盟」高
舉寫有「議員
無愛國者言
行 必定無得
留在議會」的
標語於政府總
部請願。

香港各大商會均認同及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就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履職資

格問題作出的決定。他們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完全合憲合法，對確保香

港特區管治架構中從政者履行對國家和特區效忠的憲制責任，在制度上劃定了底

線、立下了規矩。特區政府依據人大常委會決定取消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

梁繼昌四位攬炒議員資格，是特區政府堅定貫徹國家意志和憲法精神，切實維護

特區憲制秩序的體現。各大商會相信決定有助保證立法會正常運作，並期望今後

立法會、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界能積極團結一致，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

疫工作，並推出有效措施刺激經濟、重拾動力。

商會讚決定利立會出招刺激經濟
冀各界積極團結 全力支持政府做好防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法界：為規範議員資格提供堅實法律基礎
特區政府早前已要求今年7月

1日後入職的公務員作出宣誓或
簽署聲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昨日在facebook發帖透
露，根據政府至今掌握的資料，

在今年7月1日至10月12日期間入職並須簽署有
關聲明的公務員有2,600多名，至今未有公務員
因不簽署有關聲明而被終止聘任。
聶德權在帖文中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

於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問題，釐清了在「一國
兩制」下，參選或出任香港特區政治體制內的公
職人員須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這亦是基本的政治倫理。
他指出，公務員事務局於今年10月12日向各

部門發出通告，要求所有在今年7月1日或之後
加入特區政府的公務員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區，以及對特區政府負責，作為聘
用條件的一部分。
聶德權表示，根據基本法和《公務員守

則》，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以及對香
港特區政府負責，是公務員的一貫責任，公務
員職位的受聘人須明確知悉並接納這些責任。
如準受聘人拒絕簽署聲明，部門或職系首長便
應視之為不符合聘任條件，所提出的有條件限
制的聘任亦相應失效。在發出通告當日已經入
職的有關人員亦須簽署聲明，而至今未有公務
員因不簽署有關聲明而被終止聘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聶德權：2600公僕已簽效忠聲明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立下規矩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對確保香港特區管治架
構中從政者履行對國家和特區效忠的憲制責任，
在制度上劃定了底線、立下了規矩。楊岳橋、郭
榮鏗、郭家麒、梁繼昌等四人已被依法裁定並非
真誠擁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別
行政區，因而被取消參選第七屆立法會的資格，
當然也沒有資格在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期
間延任，這是堅守「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的必然要求，也是香港社會有
識之士的共同心聲。特區政府依據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取消四位攬炒議員資格，是特區政府堅定
貫徹國家意志和憲法精神，切實維護特區憲制秩
序的體現。

香港中華總商會：符港利益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決定，明確了立法會議員
必須擁護和遵循基本法的原則，讓立法會可盡快
回復正常運作，長遠有利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配
合的制度，確保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讓「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全面準確貫徹落實，符合香港
整體利益。
中總會長袁武認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充分體
現中央貫徹「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有利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
益，以及香港社會長期繁榮穩定。
中總期望今後立法會、特區政府以至社會各界
能積極團結一致，摒除成見，集中精力應對香港
當前各種挑戰，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做好防疫抗疫
工作，並推出有效措施刺激經濟、穩定民生，讓
香港發展重回正軌、重拾動力。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減少爭拗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有助維護香港的憲

制秩序，為日後香港特區政府處理立法會選舉參
選人資格提供清晰的指引，減少不必要的社會爭
拗，同時讓所有公職人員了解國家和社會對他們
的要求和期望。
本會再次促請各位議員盡心履行職責，放棄爭

鬥內耗，以合法和合理的方式，就議案提出質詢
和討論，確保特區政府有效施政，打好抗疫戰，
讓香港重新出發。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重回正軌
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香港新的形勢和需

要，行使憲法賦予的職權，從國家層面建立健
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在制度上劃定了底線、立下了規
矩，為規範議員的言行提供了法律依據，以確
保立法會正常運行履行憲制責任，維持香港的
長治久安；並希望香港能盡快修補撕裂，社會
重回正軌。

全港各區工商聯：擁護決定
堅決擁護全國人大常委會及特區政府的決

定，有關決定確保特區憲制秩序及「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專資會：行穩致遠
此舉確保日後政府公職人員須真誠地擁護和遵

循基本法的條件和要求，確保「一國兩制」實踐
行穩致遠。期望立法會能從此重拾議會秩序，立
法會及特區政府集中精力推出惠民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法律界人士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的決定，
進一步明確延任議員應有的職責，為規
範和處理特區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問題提
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具有不容挑戰的
權威。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

授傅健慈昨日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今
次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延任議員應有
的職責，為規範和處理特區立法會議員
的資格問題提供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具
有不容挑戰的權威，完全合憲、合法、

合理。
他續說，是次決定撥亂反正，正本清
源，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及香港特區憲制秩序，落實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確
保香港公職人員符合法定條件和要求，
與基本法和國安法一脈相承。
有關決定有利香港的長治久安、繁榮

穩定、市民的福祉和「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香港大律師吳英鵬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權解釋基本法、就香港特區重大
事項作出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決定合憲合
法，法理清晰，體現了憲法、基本法
和香港國安法一脈相承，並在法律上
進一步釐清了香港社會爭議已久的議
員資格和議員行為操守問題，是十分
必要的。
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會長王吉顯

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
力機關，今次作出的決定完全符合國
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
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宣布4名早前被DQ的人即時喪失
立法會議員資格，也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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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本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
題作出決定，特區政府隨即依法認定早前被
DQ第七屆立法會參選資格的4名反對派議員
喪失議員資格。人大此次決定，依法對立法
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最權威的法律決定，就
本港從政者履行對國家和特區效忠的憲制責
任和政治倫理劃定底線、立下規矩，將「愛
國者治港」的原則法制化，以法律手段有效
遏止議會攬炒，進一步為立法會及本港社會
撥亂反正。此次決定牢牢把握「一國兩制」
實踐的正確方向，具有堅實民意基礎，為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集中精力提振經濟、保障
民生，解決深層次問題創造良好條件。面對
香港管治的最新發展和需要，建制派應更努
力支持、監督政府施政，履職盡責，為香港
再出發而努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
設機關，此次根據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
法以及人大常委會相關解釋，確立了立法會
議員一經依法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
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即時喪失立法
會議員資格的一般規則，明確了立法會議員
喪失議員資格的制度性規定。而且，此次決

定並不涉及基本法79條7款、即有關議員喪
失資格的處理規定，因為相關條例是適用於
立法會正常運作下所用的方法，但此次是處
理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問題，以往並沒有先
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為特區政府宣
布4名反對派議員喪失議員資格提供了充分
的法理依據。

毫無疑問，人大決定合憲合法，具有不容
挑戰的法律權威，對確保本港從政者履行對
國家和特區效忠的憲制責任，在制度上劃定
底線、立下規矩，也為本港根據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解釋和決定修訂、完善基本法第104
條本地立法，進一步提供法律支撐。基於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制定和修訂完善的相關法
律制度，可以確保今後如果有人再觸碰底
線、違反規矩，就不可能再登堂入室、進入
香港的管治架構。

立法會議員作為特區管治架構的成員，必
須符合愛國者標準，這是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和政治倫理。郭榮鏗等人已被依法裁定並非
真誠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被取消參
選第七屆立法會的資格，當然也沒有資格在
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延任。這是堅守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維護憲法和基本法
權威的必然要求。此次人大常委會決定第一
條就明確，立法會議員不符合「擁護」和
「效忠」言行的法定後果和喪失立法會議員
資格的程序，這是清晰地劃出了政治紅線，
進一步完善「擁護」和「效忠」制度，為落
實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提供制度
保障。

立法會議員本是民意代表，本應依法承擔
維護「一國兩制」、服務香港和市民的職
責，但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阻礙立法會發
揮為民謀福的正常功能，與市民期望背道而
馳。有調查顯示，近六成市民不滿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復會後的工作表現；有九成半受訪
者更認為，議員不斷透過惡意拉布等手段阻
礙議會運作，應立即離開立法會。主流民意
清楚反映，反對派無底線阻撓施政，嚴重損
民利益，令市民深惡痛絕。更令市民不滿的
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拒絕接受香港作為中國一個
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公然勾結外力制
裁、禍害香港。此次人大決定完全順應民
意，符合廣大市民的利益。

中央一再重申，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
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要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
此次人大決定，就是要根治「攬炒拉布」，理
順行政立法關係，提升香港有效管治，加快推
動香港由亂到治，充分展示了中央全面準確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15名反對
派議員借此發起辭職鬧劇，繼續以行動對抗人
大決定，對抗「一國兩制」，與中央和廣大市
民為敵，無異於「政治攬炒」，注定斷送自己
政治前途，卻絕不會影響香港「一國兩制」前
進的步伐。

人大決定有利本港恢復法治穩定、理順行
政立法關係，為香港集中精力應對疫情挑
戰、改善經濟紓解民困，創造了良好基礎。
當此香港關鍵時刻，全體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要繼續積極發揮建設香港的中堅作用，實事
求是支持、監督政府施政，積極反映民意，
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確保立法會和政府順
暢運作，共同努力保障全面準確實踐「一國
兩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人大常委會決定立規矩劃紅線 法律基礎堅實助香港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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