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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的大學校園屢次淪為黑暴分子的播「獨」溫床，其中，中文

大學自去年遭黑衣暴徒「佔領」破壞，至近日更爆出該校畢業生公然於

畢業禮當日於校內違法播「獨」遊行醜聞，均反映大學管理不善問題。

香港高等教育校友聯會昨日聯同多個教育團體召開記者會，要求特區政

府和大學全面落實香港國安法，並要求大學設立制度，包括即時取消對

「港獨」學生和組織團體的資助。有與會代表批評，中大在學生舉行播

「獨」遊行前已知悉有關活動，卻拖延報警求助時機，認為校長段崇智

應就長達一年的校園亂象作出交代。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

亦表示，委員會將跟進各大學於「佔領」風波後如何管理校園等事宜。

教團促大學取消對「獨生」資助
批中大拖延報警縱容播「獨」遊行 指段崇智應為一年亂象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獨思」校園復燃 政界挺警徹查 「黃區員」中大宣「獨」市民警總舉報

■市民到警總舉報「黃區員」陳易舜參與中大非法集結，涉違反香港
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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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過
百名疑似中大畢業生，日前在校
內組織非法集結遊行，更有人以
標語及口號宣揚「港獨」，攬炒
派觀塘區議員陳易舜亦被發現在

遊行隊伍當中。有觀塘區居民昨
日到警察總部進行舉報，指陳易
舜身為公職人員，卻公然參與煽
動「港獨」的非法活動，涉嫌觸
犯香港國安法，促請有關部門跟

進調查。
4名觀塘區居民昨日手持「嚴正

執法 緝拿『港獨』分子」的橫
額，並高叫「支持國安法 DQ違
法議員」的口號，在灣仔警總門
外請願。市民陳先生表示，陳易
舜身為區議員，即是公職人員，
是有責任遵循基本法及行使公權
的責任，但他卻知法犯法，在中
大手持「港獨」標語參與非法遊
行，意圖挑戰香港國安法，無疑
是罪加一等。
陳先生同時批評陳易舜在其工作

用的社交賬號上，一直使用帶有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的「港
獨」標語頭像，而且亦時常發布區
內「黃店」資訊宣傳「黃色經濟
圈」，質疑有人凡事以政治先行，
並非真心為區內居民服務。
他期望，若當局查明陳易舜實屬

違法，必須嚴懲並DQ其議席，勿
讓「港獨」分子繼續為禍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日前有中大學生在校內
非法遊行，其間更有人手持「播獨」標語、高叫「港
獨」口號，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多名政界人士昨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有關事件顯示出「港
獨」思潮在校園內有死灰復燃的跡象，社會各界應加
強警惕及防範，支持警方跟進調查。
他們並強調，校園並非法外之地，犯法必受嚴懲，
籲有志青年應該學有所用，而非採用激進行為破壞家
園。

譚錦球：小撮學生被「政棍」綁架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表示，今次中大學生擅自集
會，不免令人擔憂黑暴苗頭會否再次於校園蔓延，甚
至危害整個社會安全，因此警方介入調查是情理之
中。另外，中大的立校精神之一是傳承、宣揚國家文
化，可惜一小撮學生被「政棍」綁架，選擇「港
獨」，忘記立校之本，希望同學們明白用極端行為表
態，除了斷送自己前程，亦會連累守法學生，損害中
大名聲，應當懸崖勒馬，與「港獨」、黑暴割席。

朱銘泉：「港獨」生勿抱僥倖心理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朱銘泉表示，校園並非法外之地，一眾畢業生在校內叫

囂分裂國家的口號，警方採取行動是為社會負責的表
現，亦冀事件能警示「港獨」學生不要抱有僥倖心理，
香港沒有一個地方是犯了法不會被抓。他同時籲有志青
年應該學有所用，而非採用激進行為和思想破壞自己的
家園。

張學修：根除「港獨」思潮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指出，中大部分學生藉畢業禮
發起非法集會，更公然大叫「港獨」口號，足見「港
獨」思潮從未在校園內停止，應引起社會各界重視。
而事件亦凸顯出香港國民教育不足，學生國家觀念薄
弱的問題，促請校方加強教育，從源頭上根除「港
獨」思潮蔓延。此外，觸犯國安法是嚴重罪行，對日
後繼續升學、就業都會帶來嚴重影響，學生應當認識
到事情的嚴重性，勿再一錯再錯、自毀前途。

陳南坡：警方應嚴正執法
南區建設力量主席陳南坡認為，針對學生在校內的

違法行為，警方是有必要嚴肅跟進、嚴正執法，以免
黑暴死灰復燃。眾所周知，香港社會恢復穩定實在是
來之不易，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港獨」分子已不像
過去那麼囂張，證明了香港國安法的威懾力。希望學
生切勿以身試法，斷送自己的大好前程。

香港高等教育校友聯會昨日聯同多個教
育團體發聲明指出，黑暴勢力入侵校

園問題嚴重，包括透過操控學生組織、宿
舍、壟斷校園媒體等平台，成為毒害青年
人的溫床。聲明強調，所有接受公帑資助
的教育機構均不應資助「港獨」，建議大
學應建立制度，即時取消對「港獨」的資
助，包括學生及校園內外的組織和團體，
更不應給予涉播「獨」組織任何便利。

學生會濫用大學資源播「獨」
事實上，本港個別大學學生會和校園媒
體，已多次被揭發濫用大學資源作播
「獨」口舌。如早前中大學生會臨委會就
舉辦所謂「歷史回顧活動」，美化當日
「佔校」暴徒為「義士」，其宣傳海報更
刊有涉嫌違法的「光時」等「獨」口號。

中大校方雖敦促學生會立即修改或移除有
關宣傳品，但仍縱容學生搞「踩界」展
覽，令社會譁然。至近日，中大畢業禮更
爆出播「獨」遊行，近百人公然高喊宣
「獨」口號，更顯問題嚴重。
「學校絕不是『法外之地』，為何可以

利用學校去宣揚『港獨』，違反香港國安
法。」其中一個聯署團體「救救孩子」會
長柯朝暉批評，中大在事前已得悉有關播
「獨」遊行將會在校發生，卻遲遲不針對
播「獨」行徑報警求助，大學實有必要解
釋，包括交代管理層應否負責。
他又特別提到，該會已最少4次寫公開
信，要求校長段崇智就去年中大「佔領」
事件、學生會問題等事宜交代，惟校方一
直「零回應」，促對方應盡快交代，勿再
迴避。事實上據知情人士指，中大在事發

當日上午只曾就校內刑毀事件報案，及就
遊行集會情況「通報」警方，惟在播
「獨」遊行開始後卻沒有及時報案要求警
方介入。

張永松批中大校長是鴕鳥
前中文大學崇基學生會副幹事長張永松

指，社會對中大管理層的質疑並非始於今
日，批評校方一直對校園的黑暴問題拖拖
拉拉，「難道中大是請了一位鴕鳥校
長？」認為該校需要就校園多宗黑暴事件
問責承擔。
梁美芬昨日接過團體聲明，她表示去年

中大及理大違法「佔領」事件中，均可見

大學管理層似乎對報警卻步。
她說：「我理解大學希望自主處理，但

今日各大學校園面對的問題，不單止是內
部管理、校規可處理的問題，而是違法行
為。」她呼籲大學管理層應盡力阻止學生
進行違法行為，而報警是正確決定。
梁美芬還提到，將於教育事務委員會加

入議程，跟進各大學在「佔領」事件後，
大學管理層如何作出管理，「部分學生被
扭曲思想支配已久，大學如何彌補或糾
正，勿讓錯誤思想蔓延至新生」，又如日
後討論大學撥款時，亦會跟進各大學有否
在課程、保安措施、與學生組織溝通等方
面着手，避免違法事件再次在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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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對於有亂港分子日前於中
大畢業體當日於校內發起播
「獨」遊行，署名「香港中文
大學全體愛國愛港師生及校
友」昨日發布聲明，對此等惡
劣行為嚴厲譴責，同時對學校
和警方守護校園淨土，打擊嚴
重犯罪行為的舉措表示高度讚
賞與強力支持。
聲明批評，少數不法分子與

學生群體妄想「死灰復燃」，
尋找各種機會開展「港獨」活
動，「攬炒香港」，目的是拉
全體港人陪葬；而此次更借畢
業禮之名，行亂國禍港之實，
有關行徑根本是「對國家漠
然，對法律蔑視，對歷史無
知，對真相無感，對犯罪無所
畏懼，對正義之聲專橫壓
制」，引起了愛國愛港人士一
致譴責與強烈聲討。聲明奉勸
亂港分子及「港獨」學生好自
為之，切勿再以歪理奴役香港
人，應敬畏法律，尊重他人，
規範自身行為。
聲明強調堅決擁護香港國安

法，並真心祝願香港早日走出
疫情泥沼，掙脫黑暴勢力枷
鎖，「我們相信黑夜終究是短
暫的，『東方之珠』香港依舊
頑強地綻放光芒！」

本港第四波新冠疫情來勢兇猛，昨新增
73 宗新冠肺炎確診，另有 70 多宗初步確
診，8宗不明源頭個案遍布全港 。抗疫是
本港壓倒一切的頭等大事，沒有控疫「清
零」，悠悠萬事皆空。當斷不斷必受其
亂。面對隨時擴大的疫情爆發，政府必須
落重藥、「用牛刀」，必須以達至「清
零」為目標，強制隔離、強制檢測、強制
追蹤多管齊下，迅速展開大規模檢測，採
用大數據新科技追蹤，切實做到外防輸
入、本地「清零」。

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指出，本地確診個案在短短幾日
內升至高雙位數，源頭不明個案分布在不
同地區，部分患者無特別高危因素，反映
社區存在頗多隱形傳播鏈，認為如果不收
緊限聚措施，包括停課、居家工作、暫停
室內大型活動、食肆收緊至二人一枱及提
早結束營業時間、加強規管跳舞場所等，
確診個案可能升至三位數，變成失控，「旅
遊氣泡」及通關將愈來愈遙遠。港大感染及
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認同應收緊防疫
措施，加強規管跳舞場所等，並建議應向
接受強制檢測人士發出居家令，並應禁止
強制檢測人士在等候檢測結果期間外出。

不僅抗疫專家呼籲政府以非常措施果斷
控疫，建制派政黨及多個團體根據掌握的
民意，亦要求政府盡快推出全民強制核酸
檢測。多個建制派政黨領袖皆認為，疫情
再拖下去，香港經濟民生會被拖垮，政府

儲備亦會用盡，特區政府現在需要更大的
擔當、義無反顧、痛下決心、果斷推行更
加徹底的防疫措施，再不這樣做，「會成
為750萬港人的罪人」。

近日上海浦東機場貨運單位出現確診病
例，上海機場集團立即實施大規模檢測，
截至23日上午9時30分，累計採樣17,719
人，已完成核酸檢測11,544人，結果均為
陰性，同時按照「人、物同防」的防疫要
求，全面排查梳理所有入境貨物在消殺、
裝卸以及工作人員防護措施等方面的問
題，嚴密落實各項防控措施。

另外，北京有科研團隊曾用大數據繪製
疫情態勢圖，為精準防控提供數據支持，
此技術為「北京保衛戰」盡快找到密切接
觸者進行隔離、切斷病毒傳播路徑立下戰
功。該團隊表示，可為香港提供支援，有
把握在一兩天時間裏實現建模，助香港利
用數字技術追蹤疑似病例、控制疫情蔓
延。其實，本港警方曾應衞生署要求，啟
動俗稱「超級電腦」的「重大事件調查及
災難支援工作系統」（MIIDSS），協助追
查社區爆發，利用衞生署提供的基本資
料，找出隱形接觸者。

不少成功的事實一再證明，大規模強制
檢測、運用大數據等先進科技進行溯源追
蹤，可令防疫控疫事半功倍。如今疫情告
急，保障市民健康安全具有凌駕性，所有
抗疫手段能用盡用，當局不能再猶豫躑
躅，而須果斷決策，勿再貽誤抗疫時機。

控疫需落重藥勿貽誤時機
特首林鄭月娥將於明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

告。而隨着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全國人大常
委會作出多項重要決定，為香港帶來由亂轉治
的局面，本港政治形勢及立法會格局已發生重
大變化，多名立法會建制派政黨主席及代表昨
日暢談各政黨的未來策略及思路，並就政府施
政建言獻策。在新形勢下，建制派要努力形成
合力，支持、推動政府施政，更要發揮好監察
功能，令政府施政更緊貼民意，更有效控制疫
情、重振經濟、紓解民困。政府立法會齊心履
職盡責為民做實事，就可以最大限度凝聚人
心，獲得更多、更堅實的民意支持。

中央接連果斷出手，出台香港國安法後，人
大常委會決定本屆立法會至少延任一年，近期
再就本港立法會議員資格作出決定，4名攬炒派
政客被依法認定即時喪失議員資格，另外15名
攬炒派政客繼而鬧辭，本港「一國兩制」實踐
處於一個重要而特殊的時間節點；與此同時，
新冠疫情困擾本港將近一年，疫情反反覆覆，
本港經濟、民生遭受重創，政府的抗疫政策、
改善施政也面臨不容低估的挑戰。

對此，建制派政黨的負責人都清醒地認識
到，人大決定為香港及立法會撥亂反正，基本
消除了議會拉布攬炒的亂象，給香港重新出發
帶來重大契機，議會運作、政府施政的干擾阻
力大大減少，有利建制派、特區政府集中精力
謀發展；但也因此，市民渴望看到新形勢下香
港的發展有新氣象，建制派肩上的壓力也更
大，必須扮演好推動、監察政府施政的角色，
證明建制派不是某些人形容的「橡皮圖章」，

才能不負市民期望。
有壓力才有進步。建制派不論代表商界還是勞

工、側重中產或專業的政黨，都表達出強烈的共
識，樂意承擔反映民意、監察施政的責任，願意
投放更多時間和精力在議會，堅持「是其是、非
其非」的原則支持政府施政，推動政府尤其是公
務員改變施政思維，更加積極作為，勇於改變，
善於運用新科技，落實跨部門綜合施策，大刀闊
斧除弊革新，令香港的發展跟上時代的步伐。

更重要的是，建制派政黨在防控疫情、復甦
經濟、紓解民困、增加就業、支持青年到粵港
澳大灣區就業、加入國家發展雙循環等各方
面，都提出切實可行的意見和建議，顯示建制
派有心有力建設香港、服務市民，在較充分把
握民意方向的基礎上，為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
提出真知灼見，向政府施政建言獻策，體現建
制派作為建設力量的積極意義。

建制派政黨涵蓋了本港社會不同階層，形成
比較完整的政治光譜，擁有廣泛而堅實的民意
基礎，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與政府共同構成愛國
愛港者治港的最重要支柱。未來，建制派和政
府應更緊密合作，建制派政黨、立法會議員及
時準確向政府反映民意，政府更認真虛心聆聽
接納建制派的意見和建議，轉化為施政的具體
政策，政府的施政才能更接地氣。市民看到政
府和議會的積極轉變與發展，獲得更多利民德
政的實惠，政府、建制派才能贏到更多市民支
持，建制派會因此進一步發展壯大，形成香港
管治和發展的良性循環。

建制派合力做實事 凝聚更多民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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