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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傳來一大快人心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
的決定》，任何宣揚或者支持「港獨」者經依法
認定後會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這是繼香港
國安法之後又一項撥亂反正、順應民意的正確舉
措。緊隨人大決定，港府也宣布立法會議員楊岳
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昌4人即時喪失議員資格。
因新冠疫情影響，香港第六屆立法會延續職責。社會本期待延

任的立法會能着力於為香港經濟民生謀出路，早日擺脫社會紛爭
與疫情困擾。但令人遺憾的是，部分反對派議員仍死性不改，為
了自身政治私利，將議會玩弄於股掌之間，辜負了眾多選民的囑
託。他們堅持用「拉布」的方式來進行「攬炒」，拖延各項議
程，浪費寶貴的議會時間，導致有利於香港民生福祉的法案遲遲
未能通過，嚴重影響了正常立法工作的進行。

回顧深受疫情困擾的今年，反對派議員禍港殃民的行為可謂罄
竹難書。在香港第一波疫情出現時，反對派便嚷着「封關」並多
次煽動醫護罷工，使香港疫情防控陷入被動境地；此後反對派亦
一直以各種歪理阻撓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其中以此次被取消立
法會議員資格的郭家麒為首；在香港第三波疫情嚴重時，中央派
遣醫療隊伍援助展開全民核酸檢測，攬炒派卻再次以各種不實理
由煽動民眾抵制檢測……這一系列逢中必反的行為無一不體現出
反對派議員不僅不懂感恩國家，反而禍亂香港的另類心思，實在
令人不齒。
讓愛國者治港，是「港人治港」的基本要求，若容許危害憲制

秩序、對國家不忠誠的議員繼續存在於立法會中，又如何能保證
香港的長期繁榮與穩定？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立法會議員履職
資格問題所作出的決定，把穩了「一國兩制」正確方向之
「舵」，讓香港民眾看到了希望。只有當立法會的亂局得以整
治，生態盡快重建，香港的發展才能回歸正軌。希望社會各界在
人大常委會作出此決定後能理解中央對香港發展的良苦用心，從
而放下分歧，眾志成城防疫，集中精力發展民生經濟，讓香港社
會早日恢復繁榮穩定。

人大決定立規明矩正本清源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關於香港立法會議

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港府因應決定隨即宣布，

4名參選第七屆立法會選舉被選舉主任裁定提

名無效的現屆立法會議員包括楊岳橋、郭榮

鏗、郭家麒以及梁繼昌，即時喪失議員資格；

攬炒派其他15名議員就決定集體辭職作對抗，

藉此表態反對人大決定，企圖達到國際社會關

注香港、干預香港事務的目的。

林健鋒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由攬炒派的惺惺作態可見，他們所謂履行議員職
能監察政府，只是誇誇其談。所謂「鬧辭」反映他
們不知悔改，不惜代價地阻撓政府施政，不斷離間
市民與政府及中央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所謂「鬧
辭」令他們露出了狐狸尾巴，顯示他們尋求外國勢
力干預，對抗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本性。由此
可見，人大常委會就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是
正確並及時有效的，有助匡正立法會多年來的不正
之風，恢復立法會應有職能，監督特區政府做好各
項經濟民生的工作。

製造矛盾不利民生發展
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的決定，規定香港立法會議

員若「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
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
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一經「依法認定」，即
時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立法會議員就任時，都需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
忠香港特區。有關4人早前在參選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提名期間，已被選舉主任認定他們不符合有關法
定要求和條件，裁定其提名無效。只是疫情關係，
立法會選舉推遲而令他們以第六屆議員的身份繼續
在議會延任。然而，他們破壞議會秩序，尋求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要求外國政府制裁香港官
員等所作所為，均與其宣誓就任議員的誓詞相違
背。人大常委會作出是次決定，是因應特區政府的
請求，助立法會撥亂反正之舉。
可是近年攬炒派在議會內製造矛盾、惡意拉布，

為求達到其政治目的不惜拖垮經濟及民生發展，甚
至揚言「攬炒」香港，部分人更以「一國兩制」為
藉口排拒內地，不斷從事破壞港人與內地建立互信
的勾當；更有甚者，多次跑到海外唱衰香港及尋找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不但違背市民期望，更涉
嫌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國勢力。如今，攬炒派議
員發起「鬧辭」，明言希望製造效應，要求國際社

會譴責人大和特區政府的決定，與被取消資格的4
人的所作所為一脈相承，沆瀣一氣。

中聯辦聲明嚴正指出，他們是以行動對抗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對抗「一國兩制」方針，他們的
所為注定只是斷送自己政治前途，不會影響香港
「一國兩制」前進的步伐。

香港不是政治角力場
鄧小平先生在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時，對

於「港人治港」的方針已有明確說法，必須由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香港是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愛國愛港是每一名從政者須堅守的政
治倫理，也是憲法和基本法的根本要求。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權力來自中央授權，架構

以行政主導。香港特區的政權機關，包括行政機
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三權各司其職，互相配
合並制衡，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是
次人大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亦是對行政機關

內的問責官員、公務員體系，以及司法機關內的執
法者敲響警鐘。對於治港者須符合愛國者標準的要
求，理應一視同仁。因此，三權當中的參與者，都
必須真心誠意地擁護基本法、真心誠意地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應該拿出勇
氣，雷厲風行，對權力機關內的滋事分子、對於任
何提出「港獨」、危害國家安全的個人及行為必須
依法嚴懲、以儆效尤。
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並非一個政治角力

場。過去兩年，香港經濟陷入低迷，積累已久的深
層次矛盾引發社會動盪撕裂，經過反修例運動一
役，香港或許需要一個漫長的復甦過程，確認「一
國」的準則和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是正本清源、撥
亂反正的第一步。祖國的發展一日千里，有目共
睹，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香港必須認清形勢，
背靠祖國，把握內地「十四五」規劃發展的契機，
融入內地發展的藍圖之中，才能走出政治泥潭，踏
上復甦之路。

11月12日開始，香港街頭出現數百個
由不同團體發起的簽名街站，吸引大批市
民主動簽名以表支持，有團體半天就收集
超過6,000多個簽名，顯示香港市民對此
事的支持民意十分高。全國人大常委會11
月 11日通過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決
定，港府同日根據有關決定宣布楊岳橋等
4 位立法會議員喪失議席，引發全港關
注。有團體希望透過簽名形式，收集市民
支持中央與特區政府的有關決定。不少意
見認為，除掉惡意挑戰「一國兩制」的議
會害蟲，有助議會撥亂反正、提高效能，
有利香港在疫情困境中站穩陣腳，部署重
新出發。
今年對香港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去年黑

暴風波的後遺症仍在，新冠疫情由年初至
今仍未間斷，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失業率
大幅飆升，不少市民正處於個人經濟上的
低谷，對前途的信心也處於近年新低。當
此困難之時，香港社會更需要政府推出緊

急措施，以應對燃眉之急。可惜當前的議
會工作讓大多數市民深感失望，我們發現
部分立法會議員用意識形態凌駕公共事務
的利益之上，利用拉布、流會，甚至引發
肢體衝突等方法蓄意阻撓和妨礙立法會履
行基本法賦予的職能。內務會議甚至半年
都未能選出正副主席，可謂是最經典的例
子。
不斷阻繞議會工作的非建制議員，完全無

視大量涉及民生福祉和發展經濟的議案堆積
在案，由此引發的後果將直接影響市民的福
祉與社會經濟的活力。香港原地踏步，主要
原因在此。而更誇張的是，部分「只談政
治，不問是非」的攬炒派議員，自黑暴事件
以來就積極利用香港內部政治問題來干擾內
地事務，比如公民黨議員郭家麒就曾多次在
立法會提出休會待續議案，辯論「12名瞞
徒」被內地執法部門拘捕的事件。明明是非
法入境內地被抓捕，郭家麒等人卻要「睜眼
說瞎話」，反指港府與內地「勾結」將該批

涉案人士送往大陸。
還有更無恥的是，楊岳橋、

郭榮鏗、郭家麒在去年9月曾
公開去信美國政府，要求美國制裁香港及內
地，梁繼昌夥同譚文豪和莫乃光等去美國訪
問後，回來即開記者會匯報制裁香港之事，
他亦被選舉主任裁定「在促成美國制裁行動
中擔負支持或輔助角色」，指斥4人公然破
壞「一國兩制」，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可謂
罪證確鑿。
政治紊亂以致議會幾近癱瘓，加上疫情衝

擊，香港如何可以讓市民安居樂業？所幸中
央政府果斷出手，對立法會議員今後的行為
作出明確規範和指導作用，有關決定有利恢
復香港立法會秩序，撥亂反正。筆者認為，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讓立法會重回正
軌，朝正確方向發展，有利於快速處理議
案，使香港的施政效率得以彰顯，有利於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亦有利於「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強大民意支持議會去蕪存菁
鄧清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主席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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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鎮國 深圳市政協委員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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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有權制定香港特區實
行的各種制度，包括立法會議員資格標準，此乃
合憲。根據憲法和基本法，中央對香港的行政、
立法和司法有全面管治權，此乃合法；為今後香
港立法會運作劃定底線、立下規矩，此乃合乎情
理。所以該決定是合憲、合法、合理的。

立法會是透過理性溝通尋求最大共識的地方，身為立法會議員
責任重大，任重道遠。但是回望過去立法會的亂象，全港市民在
電視熒幕上看到的，是一小撮立法會議員不斷點人數製造多次
「流會」，是政府大量有利經濟民生措施不了了之等等令人失
望、心碎的畫面。正所謂「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香港歷經黑
暴、疫情衝擊，多少市民所期待的，是立法會議員在一起真真正
正做實事，群策群力為民謀福祉，改善民生、經濟等問題，建制
派議員一直以來切實履行立法會的法定職能，希望政府和各界一
起同心同德抗疫，提振經濟。但是因為攬炒派議員拉布、潑具腐
臭味的異物、缺席、刻意流會，讓多項民生議程受阻滯，將廣大
市民的福祉當作尋求政治利益的「砝碼」。
阻擾議會正常運作的行為已涉嫌違反基本法第104條，而不真

誠擁護基本法的人員更無資格擔任立法會議員。此前更有攬炒派
議員明目張膽鼓吹「港獨」、不承認國家的地位，他們騎劫議
會、癱瘓施政，卻口口聲聲爭取自由、民主、法治，前後矛盾、
漏洞百出，這是任何一個明辨的人，都清清楚楚看在眼內的。香
港人也想自救，但眼見這些身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立法會議員，只
能搖頭嘆息。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無疑讓市民看到了立
法會整頓亂象的轉捩點，讓現任，或者是未來候選人都看到一個
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議員在立法會的特權非「免死金牌」，任何
惡意干擾立法會運作的人，均須承擔法律後果。
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宣布4位立法會議員喪失

議員資格，絕對是有根有據，他們有人公開鼓吹「港獨」、「自
決」；有人「告洋狀」乞求外部勢力制裁香港；有人宣稱當選後
將無差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和政府法案，以癱瘓特區政府；有人
從根本上反對香港國安法，聲稱要「繼續抗爭到底」等等。如
今，他們要為自己劣跡斑斑的議會生涯劃上句號，負出沉重代
價。作為愛國愛港的一分子，我們期望往後議會經整頓回歸理性
溝通，不要再辜負中央和廣大市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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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海濤
海南省政協常委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就香港特區立法會議
員資格問題作出決定，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
人員協會（專資會）表示認同及支持，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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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望立法會重拾議會秩
序後，集中精力推出惠民措施，讓香港早日
回復繁榮安定。

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特區公職人員的重要組
成部分，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屬
無容置疑。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全國最高權
力機關的常設機關，憲法上有職能去解釋、
督導憲法的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以上
決定，屬合憲合法、合情合理，並確立了香
港特區立法會議員喪失議員資格的制度性規
定，與基本法以及香港國安法的立法精神一

脈相承，不但有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更有利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
立法會議員有權利就監察政府發表不同意

見，但前提是不能阻礙立法會運作、破壞議
會秩序。香港過去一年已歷經疫情及經濟不
穩的衝擊，此時此刻更需要立法會與特區
政府緊密合作，惟部分立法會議員作為公
職人員，不但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
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更
頻以「拉布」形式阻撓議會正常運作，導
致大量議案被拖延，多項惠民政策及撥款
申請均未能及時推出，損害市民福祉及香
港整體利益。
以「明日大嶼」計劃為例，於香港中部水

域人工島的填海工程可滿足香港中期的土地
供應需求，可望大幅紓緩房屋供應緊張的問

題。遺憾的是，由於立法會財
委會上屆任期結束時，因部分
立法會議員頻頻「拉布」，導
致未能審議前期研究撥款。冀望今後議會重
拾秩序時，政府能盡快重啟撥款進程，爭取
在未來開展研究，以緩和香港土地不足的問
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及時通過有關決定，為

特區政府提供有理可依的法律框架，將有
助議會回歸正常。專資會期望，待以上決
定刊憲後，留任的愛國愛港立法會議員能
謹守崗位，在防控疫情、復甦經濟、紓解
民困等方面着力，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維
護香港的整體利益，協助特區政府制訂長
遠發展路向及政策，助香港市民渡過「疫
境」難關。

議會重拾秩序 聚焦經濟發展
黃偉雄 MH JP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

本港立法會近年一直吵吵鬧鬧，每年的議
案堆積如山，嚴重影響社會經濟民生發展，
市民對此早就怨聲載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日
前作出關於本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認
定，特區政府隨即宣布4名立法會議員楊岳
橋、郭榮鏗、郭家麒、梁繼昌喪失立法會議
員資格。這是維護「一國兩制」憲制秩序，
確保特區正常運作的重要舉措，符合香港根
本利益，尤其有利於本港盡快戰勝疫情，在
融入粵港澳大灣區中找到新的定位。
攬炒派走上今天的政治絕路，根本原因是

自己沒有履行作為立法會一分子的憲制責
任。正如攬炒派「鬧辭」記者會上所宣稱
的，他們認為搞拉布就是監察政府。過去多
年，不少攬炒派議員總結自身「政績」，都
是說自己搞了多少拉布，拉倒了多少個政府
議案，云云。這些有破壞無建設的行為，就
是攬炒派的功績。試問中央作為「一國兩
制」的守護者和最終責任人，如不出手撥亂

反正，那豈不是對港人不負責任？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只有宣揚或

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
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
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
家安全等行為，才會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而特區政府也只是宣布4名立法會議員喪失
資格，但攬炒派卻搞「鬧辭」記者會。這一
方面是說明他們其身不正，深知自己與被
DQ的4人沆瀣一氣，都在或明或暗地宣揚
或支持「港獨」主張；另一方面是他們公然
宣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荒謬」，在
對抗中央、背叛港人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筆者認為，香港當前急務，是盡快做好防

控疫情工作，以達到與內地免檢疫通關的條
件，盡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大潮中，
這是國家為香港安排的最佳角色，也是港人
的大好前程所在。但攬炒派一直反中亂港不
遺餘力，可以預見，只要攬炒派留在議會，

他們必定對加強與內地防疫合
作、大灣區港人跨境投票等問
題上想盡辦法阻攔。因為攬炒
派一貫的做法，就是阻止一切與內地融合的
事情。即使攬炒派在議會內屬少數，但由於
他們行為激烈乖張，難免會「阻住地球
轉」，拖慢法案推動的進程。
香港的未來在於與大灣區融合，建設國際

科技創科中心，任何人試圖阻擋就是與港人
的根本利益作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
定，是加強對議員的規範，希望攬炒派知所
進退，但既然他們集體搞「鬧辭」，也未嘗
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讓特區政府集中力量搞
好防疫抗疫和疫後恢復工作。
香港不需要攬炒派，只需要有建設性的

「忠誠反對派」，攬炒派過去幾年在激進道
路上越走越遠，不斷背離選民的託付和傷害
香港人的根本利益，這才是他們落得如此下
場的根源。

議會撥亂反正符合香港根本利益
吳承海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主席 港島工商團體聯盟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