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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年，區議會亂象叢生，撥亂反正
改革區議會早已是社會共識。攬炒派區議員
多行不義，改革區議會乃大勢所趨。

攬炒派在區議會內至少涉及7宗罪，包括利
用區議員身份「播獨」、濫用職權、打壓異
己、亂批撥款、帶頭犯法、散布謠言，以及
食盡「人血饅頭」。「議會監察」共提出5項
建議，包括立法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香港特區、政
府收回區議會撥款權力，民政事務局為18區區議會制定統
一的《會議常規》、制訂「侮辱公職人員罪」，以及全面檢
討及完善地區諮詢架構等。

攬炒派挾去年的黑暴「攬炒」之亂，386個攬炒派成為區議
員，17區區議會落入攬炒派的魔爪。靠黑暴起家的攬炒派區議
員多行不義，「子系中山狼，得志便倡狂」，「水鬼升城隍」
就目空一切，視法律如無物，他們以為經歷暴亂便可以無法無
天。有區議會全體議員站立唱「港獨」歌，明目張膽推行「港
獨」、分裂國家；有區議會全體議員站立默哀追悼所謂在暴亂
中的「警暴」犧牲者，這是徹頭徹尾製造虛假事實、散播謠言、
抹黑警員、煽動仇恨；有區議會全體議員竟然在主席帶頭、全
體議員摻和下，公然人身攻擊和侮辱應邀出席會議的警務處處
長；有區議會全體議員公然違反區議會條例和法定的職能，成
立地區性的有關保安和政制事務委員會；有區議會妄圖通過議
案，將黑暴中的「連儂牆」合法化。

近400名攬炒派區議員一年內的薪津高達4.14億元。但他
們上任以來在議會煽動仇恨，針對政府官員和警察，袋政府
公帑卻公然反政府，完全違背政治倫理。攬炒派還包庇暴力
甚至參與違法暴力行為，當中便有約70人曾因涉嫌暴動、襲
警、違反香港國安法、管有仿製火器及彈藥、妨礙司法公
正、參與非法集結等罪行被捕，佔攬炒派區議員總人數近兩
成，令區議會淪為窩藏罪犯之地。攬炒派區議員的種種倒行
逆施，暴露他們並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更不
斷危害國家安全。

去年初夏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每隔一段時間便公布一項
推動香港由亂向治的決定，包括6月底頒布香港國安法、7月
尾宣布立法會選舉延期，以及人大11．11決定劃線DQ不符
合基本法要求的立法會議員。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表明，人
大11．11決定已為法律規範，就是「愛國愛港者治港，反
中亂港者出局」。立法會亂象得以整頓之後，改革區議會勢
在必行，「愛國愛港者治港」的規範勢必擴展至區議員，將
違反誓言的攬炒派區議員驅逐出管治架構，已是人心所向。

黎智英雖被關押 仍在興風作浪
蘋果日報網站報道，有所謂「讀者慰問信」聲稱「從黎

智英身上學懂守護『家』的道理」，「當外面橫風橫雨時

候，第一時間衝出去，以血肉之軀親身擋風雨去」，亦有

「來信者」以香港人的身份，望憑「獅子峰上」的信念，

「盼黎堅守傲志」。昨日蘋果日報報道黎的兩子到收押所

探望黎，借黎長子之口讚揚黎「佢真係好堅」，更質疑

「左報發功影響法院決定」。由此可見，終審法院把黎智

英繼續關押、等候保釋裁決是對的。黎智英不單是攬炒派

金主、黨鞭、輿論機器操縱者，而且有極強的外部勢力聯

繫，縱使人在監獄，已辭任壹傳媒董事會主席兼公司執行

董事，但仍可遙控媒體，興風作浪。教人不敢想像，若黎

智英獲保釋有何後果？真正影響法庭決定的，又是誰？

馮煒光

黎智英要毁了香港這個家
攬炒派最關鍵問題是：不肯讀史，不肯承

認香港從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口中的
「守護香港這個家」，其實是在害香港這個
家。香港是香港人的家，但正如上海人、北
京人、深圳人也會視他們所在的城市是家一
樣，他們絕不會把這個「家」和「國」割裂
對立。這也是國際通例，正如紐約人會視紐
約為家，但不會把紐約和美國割裂對立。

「向黎智英學懂守護『家』的道理」真要

害的，就是把香港這個家，當作對抗中央、
分裂國家的橋頭堡，這不是守護香港這個
家，而是毀了香港這個家。

黎智英長期反中亂港，罄竹難書，他在修例
風波中的種種惡劣言行，令人髮指。他曾以題
為《行出來，趁佢病拿佢命》的文章，煽動以
暴力行動顛覆國家、奪取香港管治權。修例風
波令香港陷入前所未見的混亂和危機，香港這
個家危在旦夕，黎智英是破壞香港這個家的罪
魁禍首，有什麼守護「家」的道理值得宣揚、
叫港人學習？

美化黎智英 興妖風邪氣
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保釋的條件之一，是

不得以任何形式與外國政府官員會面、接受
任何形式包括電視及網上社交媒體訪問，亦
不得發表文章，直接或間接要求外國制裁及
參與敵對行動。但現實是，黎智英在保釋期
間頻頻密會各路反中亂港政棍，如今再度還
押，卻仍利用旗下媒體，鼓動「黃營」負隅
頑抗，把黎智英打造成「對抗強權」的圖
騰、英雄，興起妖風邪氣，煽惑「黃絲」黑

暴，衝擊法治、危害國家安全。黎智英不接
受媒體訪問、不發表文章，就老實了嗎？黎
智英及其或明或暗操縱的媒體，會放棄反中
亂港的違法惡行、不為下一波反中亂港行動
積聚能量？答案不言而喻。

黎智英已被釘在國家民族的恥辱柱上，無論
怎麼粉飾貼金，都不能改變的。有了香港國安
法，香港由亂轉治，只要依法辦事，香港這個
家就有保護，港人就能安居樂業。「從黎智英
身上學懂守護『家』的道理」，實在是令人笑
破肚皮的大笑話。

陷入退黨潮的公民黨屋漏偏逢連夜
雨，近日又出現財困，表面上是因為在
疫情下，難以舉行籌款晚宴，又不能再
在遊行途中籌款，導致開源乏力，但實
際上公民黨的財困主要是由於該黨失去
了所有立法會議席，不但喪失了大量的
立法會資源，更失去了政治上的影響
力。一個政黨的籌款能力往往與其政治
影響力掛鈎，公民黨現在憑什麼要金主
捐款？況且，他們最大金主本身已是泥
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難怪公民黨要通過
裁員，以至找來余若薇教人車衣，吳靄
儀教整曲奇餅，整色整水來增加收入。

或者，公民黨現在終於後悔在修例風
波中各種「哭秦庭」、呼籲外國制裁的
「賣國賣港」行為，也會後悔與郭榮鏗
在內會瘋狂拉布，以為可以討好攬炒派
在選舉上撈取油水，最終卻玩火自焚，
一鋪清袋。一個政黨不能參選，沒有議
席、沒有資源，還憑什麼在香港社會立
足？當日帶領公民黨走上全面對抗、攬
炒之路的梁家傑、楊岳橋當然是公民黨
衰亡的最大罪人。

心中有鬼趨謹慎
日前，梁家傑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就

直指在香港國安法生效後，他已兩度拒
絕外國議會的訪問邀請，但不抗拒未來
與駐港外國使節會面。他又指在國安法
立法後，曾有人提出「摺埋」公民黨，

但他認為該黨仍有500多位黨員，在社
會上還有一定支持，目前未至於完全沒
有運作空間，故該黨決定繼續運作。為
什麼一向熱衷會見外國官員、議員的梁
家傑，突然對接受外國議會訪問「保
守」起來？原因既在於國安法的阻嚇
力，也在於他心中有鬼。

如果梁家傑等公民黨人與外國官員會
面不是為了唱衰香港、不是呼籲外國制
裁、不是勾連外國插手港事，這樣的會
面當然沒有任何問題。但梁家傑卻表示
已兩度拒絕外國議會的訪問邀請，正說
明他心知肚明，會面外國官員為的是什
麼，說的又會是什麼？其言行隨時跌入
法網，所以突然謹慎起來。

梁家傑在訪問中亦直言：「就算幾唔
鍾意國安法都好，國安法已經存在喺我
哋法律之中，你與其『送頭』、硬闖、
硬碰，不如保留實力，低調啲」。這某
程度反映了反對派政客正在因應國安法
出台而調整策略，一方面轉趨低調，避
免觸碰國安法紅線，不要如譚得志之流
般為了博出位最終多罪纏身，現在也沒
有多少人還記得他；另一方面，梁家傑
這樣的表態也有「洗底」之意，目的是
為公民黨保住一線生機，正如他所說，
公民黨還有500多位黨員，楊岳橋、郭
榮鏗、譚文豪等參選之路已斷，已經轉
行求存，但這幾百人中不少人仍然要吃
政治這口飯，既然梁家傑已排除了解散

公民黨，這樣自然要為這些黨員的前途
籌謀。

政治前途成絕路
所以，公民黨近期正開始進行「洗

底」，在最後關口退出攬炒派的「公民
議政平台」，寧願被攬炒派狙擊也要與
這個攬炒平台劃清界線；而梁家傑的訪
問某程度也表明公民黨已經接受國安
法，不會也不敢再挑戰國家主權和安全
底線，但這樣有用嗎？

始終，公民黨以往的言行，包括梁家
傑早年曾要求特區和中央政府尊重「推
動分裂運動的正當性」；參與違法違憲
的「五區公投」；在修例風波期間明目
張膽要求外國勢力干預港事，制裁特區
政府官員；再到全面攬炒議會，令立法
會陷入長期空轉。這些行為任何一條都
可以判定公民黨無意擁護基本法，無意
效忠香港特區，在本質上是一個支持
「港獨」、對抗憲制的政黨。這些劣績
惡行和「定性」，不是一個訪問，幾句
說話就可以消除。

在當前的情況下，公民黨的政治前途
基本已經到了絕路，早知今日何必當
初，梁家傑現在「洗底」已經太遲，但
如果梁家傑等人真的希望保住公民黨參
選希望，就必須拿出更多的表現，證明
公民黨改弦易轍，回到憲制框架，否則
「扮洗底」只是徒勞。

梁家傑現在「洗底」已經太遲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深圳市鹽田區法院就「十
二港人偷渡案」一審公開宣

判，其中十名被告人當庭表示認罪悔
罪，而基於內地司法的有利於未成年人
原則，對兩名未成年涉案港人作出不起
訴決定。此案的偵辦和審理，充分彰顯
了內地法律的規範嚴肅，體現了內地司
法的公正專業。至此，備受關注的「十
二港人偷渡案」塵埃落定。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偷渡都屬於
違法犯罪。十二港人在偷渡過程中進入
內地水域，內地執法部門發現後依法實
施拘捕、進行偵查，內地司法機關依法
審查起訴、公開審理、作出判決，完全
符合法定程序和管轄權範圍，合法、合

理、合情。案件從偵辦到審理各階段，
涉案人員如實供述犯罪過程，認罪悔
罪，這也反映了內地司法機關依法辦
案、秉公辦案的客觀事實。

內地法律制度明確要求必須依法保障
涉案人員的各項合法權利。每到一個時
間節點，司法機關都會依法向全社會公
布案件進展情況；檢察機關都會依法告
知涉案人員享有哪些權利，並充分聽取
涉案人員及其辯護人的意見；對涉案的
兩名未成年人也專門舉行不公開聽證；
庭審過程，部分港籍和深圳市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新聞媒體以及被告人家
屬等均參與了公開審理；上訴期結束，
判決生效後，家屬也可以申請探視……

每個程序、每個步驟都依法依規，司法
公開在陽光下有序進行。

然而，這個完全依法處理的案件，在
香港反對派及一些英美政客眼裏，卻成
了黑白顛倒的「政治冤獄」，變成抹
黑、誣衊內地司法的「彈藥」。這種置
基本法理和事實於不顧的做法，恰恰暴
露了他們的虛偽和「雙重標準」，嚴重
破壞法治精神。

從「十二港人案」看內地司法公開，
不僅完全符合法律規定、法治精神，也
彰顯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無論
香港反對派及美英政客如何「包裝」，
違法就是違法，終究逃避不了法律的制
裁。

「十二港人案」彰顯內地「陽光司法」
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法學博士

楊華勇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全國工商聯常委

二○

二
一
年
新
格
局
下
的
國
際
關
係

繼RCEP協議簽訂後，2020
年最後兩天又有好消息，我
國與歐盟正式宣布中歐投資
協定談判完成。這個歷時長
達7年的投資協定在2020年

的最後一刻終於得到落實！整個談判之所以
經歷了這麼長時間，主要阻力還是因為美
國。一直以來美國對於歐洲與中國加強合作都是採取阻撓的
態度，早在2018年中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同時，美
國就向歐洲施加壓力，令歐盟收緊對外資的審查，使中國在
歐洲的投資驟降。在2020年最後一刻宣布達成這樣的協定對
於中歐雙方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歐洲因為新冠疫情
下的經濟倒退，加上美國在今年一月將換新總統，拜登必然
一改特朗普政府的風格，重走「多邊主義」的道路並加強對
盟友的控制，迫使這些盟友一同反華，令歐洲與中國的貿易
可能又會重新被迫跌入另一個低谷。

在當前世界格局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完成中歐投
資協定無疑是對全球多邊貿易穩定和多極地緣政治的平衡製
造了有利因素。全球從冷戰之後已經經歷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維持在一強獨大的局面，但隨着中國在千禧年代的快速發
展，世界格局開始出現了轉變。美國不斷想盡辦法遏制我們
的發展，「美國優先」政策，就是想打壓崛起的新興市場來
維護其霸權地位。我國完成了RECP和中歐投資協定的簽署和
談判，正好說明了多邊主義才是國際未來真正應當發展的道
路。

在全球化的道路上，我國已經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提
出五個「相通」，圍繞着「六大經濟走廊建設」等多國合
作上開闢出反對單邊主義的新道路。踏入2021年，全球新
冠疫情已經突破了8,000萬確診病例，經濟復甦和抗擊疫情
都是孤掌難鳴，唯有合作共贏才是未來國際關係的新目
標。

穆家駿 中學教師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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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即將運抵香港，
為擊退疫情燃起希望，不過

疫苗接種一事仍然存在不確定性，包括
疫苗會否遲到？首批數量多寡？何人先
打何人後打？故此港人實在不應鬆懈。
然而就在近日，香港卻發生如李運強等
確診者潛逃，以及用水喉水當作深喉唾
液交樣本的劣質行為，隨時成為防疫抗
疫的一大漏洞，不可不防。

筆者認為，若然疫情因為一些自私自
利之徒而進一步惡化和擴散，將大有可
能打亂未來疫苗接種的部署，如放任不
管將阻礙香港復甦以及市民回復正常生

活的步伐。因此，筆者認為「治亂世要
用重典」，當中包括：針對有確診者及
密切接觸者拒絕隔離檢疫甚至逃走的情
況，以及近日有外傭或其他人違反限聚
令及口罩令的情況，政府必須進一步加
強罰則。此外，有高危群組人士以水喉
水冒充唾液的情況，政府也不能輕輕帶
過，輕則最少也要求他們重新檢測，如
發現故意為之，則必須重罰。

另外，有收到陽性通知的市民，也可能
需時一天才有人員將其接走，此情況大有
機會增加疫情在社區擴散蔓延的機會，故
政府必須要加派人手加快檢測通知及處理

有關個案。此外，過去也有市民投訴未能
收到檢測通知，或需要兩三天才得知檢測
陰性結果，這些問題也容易造成人心惶惶，
故政府在資訊科技上應加以改善應對，不
要因此等問題影響大事。

總括而言，如政府一早從善如流，推
行配合禁足令的強制全民檢測，或許上
述問題根本不用面對，現在更可專心籌
劃疫苗接種。政府必須在現行防疫措施
的基礎上予以強化，以免添煩添亂，始
終確診和死亡宗數一宗也嫌多。希望疫
苗真正來臨之後，便是香港重回正軌之
時。

加強防疫罰則 籌劃疫苗工作
李世榮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共同發起人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