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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關

於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

題的決定，特區政府根據決定

宣布楊岳橋、郭榮鏗、郭家

麒、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議

員資格。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

昨日聯同數十名港區全國政協

委員舉行記者會，對人大是次

決定表示支持和擁護。全國政

協委員表示，是次決定在制度

上為立法會議員資格劃下底

線、建立規矩。4人勾結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的做法與其立

法會議員的身份不符，喪失議

員資格是順理成章的。

委員挺決定 立議員規矩
唐英年：攬炒派乞外力「制裁」港 喪失議席順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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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在記者會上表示，全國人
大常委會是次決定是因應特區

政府請求而作出的。喪失資格這4
人，此前已被依法認定並非真正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繼而被裁定
不具備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容
許他們繼續延任不合邏輯。由於特
區政府無法處理該問題，因此提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憲制上解決議
員資格問題。
他指出，喪失議員資格的4人多次

去美國乞求對方「制裁」香港，及在
記者會和社交媒體發表要求外國「制
裁」香港和內地的言論，這些做法和
香港立法會議員的身份不相符，更違
背當初的誓言，違反了香港所有從政
者必須要遵守的政治倫理，也觸犯了
基本法的底線，喪失議員資格是順理
成章的事。
唐英年強調，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非

常重要和及時，對確保香港特區管治
架構中，從政者應履行效忠國家和特
區的憲制責任，在制度上劃下底線、
建立規矩，有利於特區政府的正常運
作，是廣大市民所樂見的。港區全國

政協委員態度明確，大家堅決擁護、
支持人大的決定。
唐英年又對15名攬炒派議員「鬧

辭」感到失望，並強調作為民選議
員，應盡心盡力地為港人謀福祉和長
遠計劃。

胡定旭：決定如「及時雨」
全國政協常委胡定旭形容，人大

是次決定好比「及時雨」。大家經
歷了去年的修例風波，現在應該很
清楚香港需要愛國愛港的議員為未
來謀劃。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
國家和地區的立法者可以不擁護當
地的憲法和法律、不愛國的。香港
立法會議員作為位高權重的立法
者，愛國是必然的事，若勾結外國
勢力損害國家安全，被取消資格亦
是理所當然的。

林淑儀：攬炒怎算愛國？
全國政協常委、工聯會榮譽會長林

淑儀批評，被取消議員資格的4人多
次乞求外國「制裁」香港、攬炒民
生，「怎能被稱為『愛國者』？」。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決定，為「愛國
者」下定義，着眼於香港的長遠利
益，亦令「一國兩制」回歸初心。

陳清霞：司法機構不能挑戰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陳清霞則強
調，喪失議員資格的4人明確違反了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和香港國安法第
六條，沒有履行憲制責任、沒有擁護
基本法，更沒有捍衛國家的主權，人
大決定絕對合法合理，香港的司法機
構亦不能挑戰。

黃英豪：立法者須效忠
全國政協委員、律師黃英豪強調，

立法會議員必須宣誓效忠中國特區及
擁護基本法，必須要為香港和整個國
家全心全意地服務。英、美等西方國
家也決不會容許自己國家的立法者去
別國勾結外國勢力，更乞求外國勢力
「制裁」自己國家。
他並批評攬炒派議員濫用拉布的權

力，以癱瘓立法機關、癱瘓特區政府
施政為目的而進行拉布，必須要受到
法律的制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特
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全國
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田飛龍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決定是全
國人大常委會依據憲法與基本法職權
履行的監督和實施有關立法會議員資
格條款的管治行為，具有國家法律效
力，對特區自治機關（立法會、特區
政府和法院）具有拘束力。決定有助
於香港立法會恢復合乎憲法與基本法
的運行秩序，香港立法會內的「攬炒
式拉布」有望根治，是中央對港全面

管治權的又一次具體行使。
田飛龍指出，人大決定建立了關於

議員資格的完整而清晰的規範框架，
有助於香港立法會恢復合乎憲法與基
本法的運行秩序，理性履行民主代議
的憲制職能，亦有助於特區政府和法
院正確理解和實施有關議員資格的法
律條款，共同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整
體安全與有效運行。

制度化「愛國者」標準
田飛龍認為，相關內容確認並澄清

了議員作為「愛國者」的具體法律標
準和違法制裁措施。此次人大決定將

議員是否屬於「愛國者」進行了制度
化，其規制方式是列舉議員「危害國
家安全」的特定行為類型，以此作為
判別其不符合「愛國者」標準的法定
依據，從而判斷有關議員不符合宣誓
就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田飛龍認為，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

的人大決定是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的
又一次具體行使，回應和落實了鄧小
平關於「愛國者治港」這一「一國兩
制」核心內涵的制度化要求。這一決
定加上香港國安法，標誌着中央治港
更加突出「一國」的主權地位和管治
權能，更加突出對香港高度自治的制

度化保障與監督，也更加凸顯中央管
治權與香港自治權的有機結合，是「一
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鬧辭」證未棄攬炒主義
田飛龍指出，在人大決定的權威規

制下，香港立法會內的「攬炒式拉
布」有望根治，行政立法關係有望理
順，議員履行法定職責及維護特區憲
制秩序的行為有望得到正確的引導和
規範。面對人大合法而權威的決定，
反對派議員正確的思路不是以「總
辭」相威脅，否則仍是政治攬炒主
義，而是應當以那些被DQ的議員為
戒，全面準確理解和落實「一國兩
制」與基本法，自我改造為符合「愛
國者」的公職人員，在合法範圍內行
使代議民主職責。

田飛龍：有望根治「攬炒式拉布」

港區委員批「鬧辭者」無擔當
王國強：議會將更順暢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決定令鼓吹攬炒、反華的議員不能
再出現在議會內，將令議會運作更加順暢，有助集中精力
搞好經濟。攬炒派搞所謂「鬧辭」是不負責任，等同告訴
市民他們是隨時可以不做的，是將自己私人利益凌駕於市
民的福祉。

黃志祥：利立法會運作
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決定充分體現了中央貫徹「一

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有利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有利於保證立法會正常
運作。我們期望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今後立法會、特區政
府以至社會各界能團結一致，集中精力應對香港當前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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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李月華：令港撥亂反正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決定，從制度上為參選立法會議員依

法履行職責立下了規矩、作出了規範，將有利於立法會回歸
正常的立法、議事和監察職能，有利於香港進一步撥亂反
正、重回正軌。15名攬炒派議員搞「鬧辭」，反映他們並沒
有服務市民的政治擔當，是對議員職責極不負責的行為。

施維雄：除攬炒做實事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今次決定後，攬炒者立即暴跳如

雷，將中央履行憲制權力的合法行為誣衊為「政治打
壓」，再以「鬧辭」相要挾。何解？黔驢技窮、末日哀鳴
而已！攬炒者逢中必反，賣港賣國，以民眾和民生為要
挾，想方設法「告洋狀」，香港社會苦攬炒久矣。我們需
要解決一系列結構性問題，依法DQ攬炒勢力，無疑邁出了
堅實的一步。

黃華康：符合社會利益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合理合法且及時必要，符合香港

社會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希望立法會就此撥亂反正得以
順利運作，確保香港民生社會政策得以順利推行，這對香
港社會、市民和營商環境帶來良好的效果，符合香港社會
的共同利益。

佘德聰：清除禍港議員
攬炒派議員「鬧辭」，對經不起再折騰的香港來說未嘗

不是一件好事。只有堅定落實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面
管治權，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清除不符合愛國者標
準的禍港議員，讓立法會的運作更加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和
「一國兩制」的精神，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才能得到根本
保障。

胡劍江：起正本清源作用
近年，國家重大利益被頻繁地挑戰，香港市民的核心利

益、自由和發展權利受到嚴重侵害，「一國兩制」受到重
大衝擊。而人大常委會之決定精準高效地起了正本清源的
作用，合法、合情、合理，受到香港各界的真心擁護和全
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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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陸續有參與去年修例風波暴力
違法事件的學生被判刑。幾乎同一時
間，再有教師因為向學生灌輸錯誤知
識、嚴重違反專業操守被取消註冊，令
人關注攬炒派對學生「洗腦」、令下一
代誤入歧途的問題。引導年輕人健康成
長，建立尊重法治的正確價值觀，司法
機構、政府、教育界都責無旁貸，要為
年輕人法治意識、公民意識等教育把好
關，尤其要防止校園淪為煽暴煽仇溫
床，保護年輕人免受荼毒。

近日多宗案件惹人深思。有14歲男童
三次闖入商舖「掃場」破壞，事後有人
支付他 250 元作報酬。男童早前在庭上
承認三項刑事毀壞罪，於昨日被判入勞
教中心。同日，兩名14歲男女去年11月
在加士居道近理工大學非法集結和設雨
傘陣路障，原審裁判官何俊堯6月判兩
人兒童保護令12個月，律政司提出刑期
覆核獲批，最終改判女被告12個月感化
令，男被告80小時社會服務令。兩人均
留案底並須遵守宵禁令。多宗案件的判
決顯示，犯法必受到法律嚴懲，年輕不
是逃避刑責的理由，正義即使遲到，但
不會缺席。

去年修例風波對年輕人造成的最大傷
害，是顛倒是非，鼓吹以武抗暴，宣揚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令不少涉世未
深的年輕人被「洗腦」，迷信暴力可以解
決問題，再加上受到金錢、物質的利誘，
走上暴力犯罪歪路而不自知，賠上自己的

前途，令人扼腕，更提醒社會各界，需要
反思造成年輕人鋌而走險、墮入法網的原
因，必須鏟除煽暴縱暴的歪風，司法機構
更應採取具阻嚇力的判決，引導年輕人明
白犯法代價巨大，自覺守法。

對年輕人而言，學校、教師的影響舉
足輕重。有小學教師利用教案散播「港
獨」思潮，有小學常識科教師扭曲「鴉
片戰爭」歷史，美化英國殖民者，令全
港譁然，雖然有關教師被除牌，但事件
可能只是暴露教育亂象的冰山一角。

老師將個人政治偏見滲入教材、課
堂，向學生灌輸嚴重失實、顛倒是非的
內容，誤人子弟，完全違背作為教師的
基本操守和職責。去年修例風波導致暴
力氾濫，不少學生因參與暴力違法而被
捕，情況令人擔憂，更反映攬炒派長期
「毒化」教育，利用課堂散播反中亂
港、仇視國家的謬論，煽動仇恨、撕裂
社會，後果必然是摧毀香港下一代。特
首林鄭月娥早前指出，政治問題不解
決，更好的教育措施、更多的教育資
源，亦難以扭轉局面。

面對教育被政治化的問題，教育局，
校方需要承擔首要責任。教育局應把國
家安全教育、憲法和基本法教育作為下
一階段教育的重中之重，增加學生對國
家民族的向心力，提升守法公民意識；
校方要嚴格管理教師、教材、教案，教
導年輕人樹立正確的法治觀、歷史觀和
社會價值觀。

引導年輕人守法反暴 各界責無旁貸
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於本港立法會議員資

格的決定後，部分攬炒派議員隨即「鬧辭」，國務院
港澳辦、香港中聯辦及香港社會各界均譴責此舉，
是再次表明了其與中央頑固對抗的立場，是對中央
權力和基本法權威的公然挑戰。全國人大決定具有
堅實法律基礎，攬炒派公然挑戰人大決定，不尊重
國家對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拒絕做忠誠反對派，
頑固對抗中央，後果必然是自毀政治前途。攬炒派
唯有改弦易轍，尊重「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重回
建設香港的正軌，政治生命才能重燃希望。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允許公職人員、議員違
背誓言，不效忠自己的國家。美國國會議員必須效
忠美國憲法，英國任何人拒絕效忠英女王亦無法就
任議員。西方政治學中的「忠誠反對派」概念，要
求持不同政見的政治參與者必須效忠現行憲政體
制，可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意見，但絕不允許背叛國
家，這是作為從政者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基本政治倫
理和政治要求。

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可以發表
不同政見，行使監督政府的權力，中央也允許忠誠
反對派的存在。但如國際公認的政治倫理一樣，本
港反對派議員也要以效忠現行憲政體制為前提，不
能挑戰、逾越「一國」的底線，這無關民主，而是
普世民主制度共同接受、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

但是，對照部分本港攬炒派議員言行，他們肆無
忌憚地宣揚、包庇「港獨」，勾結外力干預香港事
務，乞憐外國制裁國家和香港，濫用拉布騎劫議
會、癱瘓施政，毫無疑問屬於「不擁護」「不效
忠」，肆意破壞香港憲制秩序，已經逾越政治底
線，絕對不容於憲制之內。

人大決定明確了立法會議員不符合「擁護」和「效

忠」言行的法律後果和喪失議員資格的程序，進一步
確立有關規則。這是給立法會議員再次清晰劃出政
治紅線，是進一步完善「擁護」、「效忠」制度的必要之
舉，也是對「愛國者治港」理念的制度深化。

人大是次決定，引發了社會各界對「愛國者治
港」理念的廣泛討論，就是警示攬炒派，乞憐外力
干預香港，騎劫議會、癱瘓施政，是典型的「不擁
護」、「不效忠」行為，不符合「愛國者治港」的
政治倫理和政治要求，無資格再登堂入室、留在建
制架構之內；同時喚醒反對派，必須做忠誠反對
派，才是光明的政治出路。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常設機
關，人大決定具有不可挑戰的法律地位。部分攬炒
派搞「鬧辭」，足以證明他們無視人大決定的權
威、死心不息對抗中央，不僅不被體制所容，也被
主流民意拋棄。「監察DQ大聯盟」、「議會監察」
發起「支持人大決定 踢走攬炒議員」網上聯署，已
有近79萬網民聯署。「鬧辭」、「攬炒」企圖要挾
中央，徒勞無功，注定「自炒」。

立法會議員身為民意代表，代表選民發聲，實事
求是監察政府施政，推動香港建設、為民謀福，這
是議員應盡之責。「議會攬炒」本已損民利益、與
民為敵，為撐「議會攬炒」而辭職，將政治私利凌
駕公眾利益，更加是非不分，辜負選民期望。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香港逐步由亂轉治；此次人大
決定之後，相信本港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根本性變
化將加快；受疫情影響，香港經濟民生困頓，市民渴
望社會擺脫政爭、集中精力抗疫紓困、重振經濟。希
望攬炒派看清大勢所趨、民心所向，從自身政治前途
考慮，放棄抗爭思維，做尊重憲制的忠誠反對派，對
自己、對選民、對香港作出明智和負責的決定。

拒做忠誠反對派 自毀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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