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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操作「攬炒」香港 正義執法保港安寧
香港警方國安處 1 月 6 日以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

到癱瘓特區政府、奪取管治權的目的。對警方果斷打擊顛

的「組織及策劃顛覆國家政權罪」和「涉嫌參與顛覆國家

覆國家政權涉嫌罪行的執法行動，中聯辦、國安公署發言

政權罪」，拘捕戴耀廷等組織策劃及參與去年「35+初

人表示堅定支持香港警方嚴正執法。警方的依法行動，是

選 」 的 53 人 。 攬 炒 派 去 年 曾 舉 辦 所 謂 的 立 法 會 「 初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的必要之舉，展現

選」，聲稱將通過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超過 35 個議席，

了特區政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定立場和決心，符合香

以取得立法會的完全控制權、進而否決財政預算案，以達

港整體利益，亦是香港民心之所向。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國安法第 22 條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
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
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的，即屬
犯罪，其中包括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攬炒」香港計劃是連貫持續違法操作
「35+初選」及「攬炒癱瘓香港計劃」極具組
織性。攬炒派企圖通過所謂「35+初選」及「攬
炒十步」計劃，先取得 35 席或以上的立法會過
半數議席，再不惜一切癱瘓政府，包括否決財
政預算案、逼特首下台，令當局不能履行管

治職能。「35+初選」「攬炒」計劃由去年 3 月
開始，一路延續至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7月中
舉行的「初選」，正是「攬炒」香港計劃的重
要一環。今次警方的依法行動，是去年香港國
安法生效以來，規模最大、打擊面最廣的一次
正義行動，除了數名「初選」組織者及策劃
者，還包括大多數競逐「初選」的人。
事實上，香港國安法在去年 6 月 30 日晚生效
之後，由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中央駐港機
構，都在「初選」舉行前夕提出義正辭嚴的警
告，強調「初選」是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的「顏
色革命」，後果嚴重，但攬炒派把有關警告當
作耳邊風，如今被拘捕，是咎由自取。

警方特別提到，主辦組織向參加者提供資
金，由 4,000 元至 290,000 元不等，顯見背後充
斥金錢利益，隨時涉及黑金操縱，並非他們對
外宣稱的「正義之舉」。

落實好國安法确保香港穩定繁榮
有人擔心，警方這次行動會令港人的政治活
動空間受損，其實國安立法震懾的是居心叵測
企圖顛覆國家政權者，保護的是香港既有的成
功優勢和持續繁榮。事實勝於雄辯，香港國安
法生效至今已有半年，在維護社會安寧，遏制
「獨暴」方面具有強大震懾作用：黑暴罪案銳
減，各種暴力破壞亂象迅速收斂，社會明顯由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戴耀廷由策動「違法達義」、「公民抗命」，以至「攬炒
十步曲」一系列「反中亂港」計劃開始，瘋狂向青年學生洗
腦，更不時假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之名來協助動
員、煽動民情。
被戴耀廷捧為「公民抗命」祖師爺的馬丁路德金，為黑人
平權一生入獄 29 次，運動初期和應者甚少。他主張「非暴
力」，但其「戰術」並不光彩。例如他在 1963 年於伯明罕
組織抗議行動，本希望癱瘓城市，並將媒體的注意力轉移到
警察的行動上，可惜沒有成功。於是他轉而號召兒童加入，
透過電台廣播呼籲 5 歲以上的兒童和青少年瞞着父母和老
師，上街集會，這一招果然奏效，一時間聲勢浩大。警方於
是使用高壓水槍和警犬來鎮壓，其中包括兒童，事件瞬間成
為全美新聞焦點。由於被拘捕者眾多，監獄不敷應用，兒童
被集中在露天運動場日曬雨淋。馬丁路德金還安慰兒童的父
母，說監獄是最好的讀書環境！
這一場鎮壓，通過電視在全國播出，引起了廣泛注意，同

時也團結了更多黑人。在政治上，馬丁路德金
是成功了，得到想引發的效果，甚至成為聖
人；但在道德上，他利用少不更事的兒童和青少年，跟戴耀
廷的「佔中」、癱瘓香港、「攬炒」、「攬着中共一起跳出
懸崖」，以至那些諸如「坐監令人生更精彩」等泯滅良知的
說話，何其相似！作為教育界，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教師的
使命是保護學生，不擇手段以達到其個人政治目的，絕非師
者所為，哪怕你是能夠引經據典道理連篇的大學教授！
哈佛大學就「顏色革命」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只要參與
人數達到人口的 3.5%，便鮮會失敗。去年香港的黑暴事件，
參與人數已經遠超 25 萬。按此理，戴耀廷之流必定以為勝券
在握，一心以為特區政府必定倒台無疑，怎料城池久攻不
破，政府地位穩如泰山。究其原因，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只
是地方政府，不是主權國家。
戴耀廷自編自導自演港版馬丁路德金不成，「違法」的最
終後果，只能夠是「伏法」而已。

善用國安法利劍 粉碎
「顏色革命」
圖謀

「攬炒十步曲」唱不下去了

違法只能伏法不能達義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攬炒」香港、
顛覆國家政權，已經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以及香港本地選舉法律。
「35＋初選」是赤裸裸的「顏色革命」，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不容抵賴。香港國安法對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有明確定
義，特區政府堅定依法嚴厲打擊，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防
患於未然，更以儆效尤。
自 2014 年開始，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戴耀廷等所謂法律
學者，刻意曲解基本法，鼓吹「公民抗命」、「違法達義」
等歪理，煽惑誤導市民，策動一波又一波的違法暴力風波，
從「非法佔中」、「修例風波」，到發起「雷動 2.0」、
「35+計劃」，這些風波計劃都打着「愛與和平」的幌子，
掩蓋奪取香港管治權、上演港版「顏色革命」的圖謀。事實
證明，這些計劃並無給香港帶來民主自由，反而衝擊法治穩
定、危害國家安全，令香港一度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亂不安。
中央果斷出台香港國安法，特區政府、警方忠實執行國安
法、維護國家安全，將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等搞事之徒
逐一繩之以法，震懾反中亂港惡行，有力遏止「攬炒」行
為。特區政府要用好國安法這個法律武器，深化撥亂反正，
嚴守「一國兩制」底線，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特朗普支持的暴力衝擊如何收場？
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美國時間 2021 年 1 月 6 日，被拜登稱為暴徒的反對者衝進
國會山大廈，衝擊會議，肆意破壞國會內部設施，一場騷亂
甚至暴亂就這麼爆發了。就連美國 CNN 記者都在譴責，這是
1814 年英軍佔領國會山後的第二次，實屬罕見。
儘管隨後不久，局勢稍稍緩和，華盛頓特區宣布宵禁，國
會議員宣布繼續認證總統選舉結果，但風向發生了逆轉。拜
登要求特朗普出來表態，譴責這個不稱職的總統支持和鼓勵
暴亂，令人不齒。就連隨後的國會聯席會議中的不少共和黨
議員都開始譴責暴亂，譴責特朗普，與特朗普劃清界限。
最為特殊的是美國的歐洲朋友們，針對美國這個民主燈塔
的非民主行徑表態各異，也顯示出不同國家的不同心理狀
態。比如，西班牙、意大利、瑞典等國家則譴責暴力，捍衛
民主，但評論不疼不癢，不得罪人。法國則比較騎牆，譴責
暴力，尊重選舉，確保平穩交權。德國比較狠，譴責特朗
普，譴責暴力者，也充分顯現德國政府對特朗普的不滿。
看到美國特朗普的支持者的不理性、不理智，甚至狂熱，
特朗普的政治支持者們開始膽寒了，就連昔日的盟友也開始
紛紛切割，避免不必要的麻煩。特朗普作為前總統失去自由
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不知進退的特朗普幻想通過暴力民意、
通過要挾軍隊翻盤，這些都是不可饒恕的濫權行為。就算拜

登放過特朗普一馬，美國民主黨和司法部門也不會放過特朗
普，秋後算賬成為了必然、必須和大概率事件。
特朗普做最後的負隅頑抗，目的有三：一是施壓國會；
二是施壓軍隊；三是施壓美國憲法。但施壓國會看來是適
得其反，共和黨議員倒戈特朗普是基本事實。施壓軍隊的
失敗是必然的，米勒不會當特朗普的傀儡，米利更不會聽
從米勒的違法命令出動軍隊推翻選舉結果，但如果需要，
米利必然會出動軍隊鎮壓支持特朗普的狂熱支持者，如今
國民警衛隊已經出動實施宵禁，這也不是特朗普希望看到
的結果。
至於施壓美國聯邦憲法，特朗普只能是碰得頭破血流，美
國所謂的選舉流程，無論好壞優劣，都是美國憲法確定的，
挑戰憲法權威不是特朗普這樣一個激進的民粹總統能做到
的。修改憲法是聯邦最高法院的職權，特朗普無權修改。
特朗普領導下的這次暴力衝擊即將破滅，但特朗普不會善
罷甘休。但特朗普主義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依舊會繼續抗爭、
討個說法。特朗普給自己挖了一個很深的坑，自己將會被迫
掉進去，距離 2024 年大選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了，輸不起，願
賭不服輸不是所謂民主的特徵，倒是讓美國再現了佩洛西嘴
裏面念念不忘的「靚麗風景線」。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是未到盡頭時，包括戴
耀廷及「35+初選」的組織者、參與者被警方以
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拘捕，正好應驗了這句
話。戴耀廷將「違法達義」包裝成「糖衣毒
藥」，餵給「信徒」服食，與攬炒派策動
「35＋初選」，企圖奪權亂港，作惡多端，是
時候受到法律制裁。
去年 4 月開始，戴氏推出「攬炒十步曲」，到 6 月「攬炒十
步曲」漸漸成形，開始有計劃地部署，目的是透過否決財政預
算案，將特首拉下台，「攬炒」香港，簡直是歹毒險惡之至。
「35＋初選」只是「攬炒十步曲」的第一步。當「35＋初
選」行動達到預期效果，攬炒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議席，「攬
炒十步曲」就可一步步向顛覆政權的目標推進，將香港推向萬
劫不復的深淵。因此，警方按照香港國安法第 22 條，將企圖
推翻政府、奪權亂港的「35＋初選」組織者、參與者繩之以
法，完全合法合情合理。
事實上，中央出台落實國安法已經給攬炒派改過自新的機
會，國安法不設追溯期，在去年 6 月 30 日國安法生效後，若不
再做出任何顛覆政權的行為，將既往不咎。
可惜，戴耀廷等人不知死活，無視法治，不停止奪權計劃，
繼續鼓吹、推動「攬炒十步曲」，把「35＋初選」付諸行動，
鼓動他人出來跟隨行動。訂立、落實國安法的目的，就是遏止
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的罪行，將危害國家安全土壤徹底清除。
警方拘捕戴耀廷及「35+初選」的組織者、參與者，就是展示
香港國安法不是「無牙老虎」。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多管齊下 撐住打工仔

警方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 53 人，其中包括組織、策
劃「35＋初選」的戴耀廷等人。所謂「初選」其本質是一場
有計劃、有預謀的「顏色革命」，目的在於癱瘓特區政府、
奪取香港管治權，更要「攬炒」國家、為西方制裁國家製造
借口，居心險惡、其心可誅！警方依法追究「初選」反中禍
港的違法責任天經地義，是對國家和香港履職盡責，再次證
明香港國安法是護國安、保港寧的守護神，國安利劍該出手
時就出手，加快香港由亂及治，保障香港長治久安， 市民
安享繁榮穩定。
「35＋初選」是修例風波奪權不成功之後，由戴耀廷等人
策劃的透過癱瘓立法會和政府運作，達到奪權亂港、「攬
炒」國家的歹毒圖謀。根據「『35+』及『攬炒十步曲』」
劇本，反對派先搶奪立法會席位，繼而否決財政預算案，再
通過大規模街頭暴動及其他手段，一步步使香港陷入停頓，
加上國際政治及經濟制裁，以達至「真攬炒」；更狠毒的
是，「攬炒十步曲」企圖搞亂香港把國家也捲入其中，引發
西方制裁中國，妄圖給香港和國家造成難以想像的災難。
去年 7 月，中聯辦發言人已特別警告，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之後，一些人居然簽署「共同綱領」，並肆無忌憚地揚言，
協調反對派參選立法會的目標就是要控制立法會、否決財政

亂向治，人心更加思穩。因為有香港國安法保
駕護航，儘管黑暴及新冠疫情影響，香港經濟
陷於困境，但香港國際金融活動仍十分活躍。
根據路孚特(Refinitiv)的數據，截至 2020 年
10 月，納斯達克以接近 400 億美元排名全球
IPO 金額第一，而上交所和港交所分別以 350
億美元和 300 億美元緊隨其後，分列二、三
名。相信在香港戰勝疫情後，香港經濟將全面
復甦。
世界正迎來百年不遇的大變局，國家在抗疫恢
復經濟中彰顯了制度優勢，香港站在這樣的歷史
十字路口，更要進一步落實香港國安法，保障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持續穩定繁榮。

儘管財委會早前緊急通過第四輪防疫抗疫基
金的 64 億元撥款，但本港持續受到疫情反覆困
擾，各行各業都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筆撥款
只屬杯水車薪。何況這類援助「不患寡而患不
均」，部分行業雖然沒有受到第四波疫情下收
緊限聚令措施的直接影響，但生意早已受疫情
波及，有些從業者甚至已是長時間零收入，亟需幫助。無奈現
時政府儲備只剩下約 8 千億元，還要為應付未來的各種挑戰預
留彈藥，難免左支右絀。
第四波疫情來勢洶洶，當局亦預計防疫抗疫措施在農曆新
年前後仍有可能進一步收緊，更令各界擔心會出現企業倒閉
潮及打工仔失業潮，社會必須設法支援失業及就業不足的打
工仔。
首先，政府應帶頭增加短期及臨時職位。當局擬於兩年內在
公私營機構開設 3 萬個具時限性的職位。政府表示截至去年 11
月，在該計劃下已開設約 29,000 個職位，餘下的約 1,000 個職
位亦將盡快推出。另一方面，行政長官在最新的施政報告宣
布，政府會創造更多以行業為本的就業機會，涵蓋綠色、建
造、創科、物管、創意和法律等。我認為，儘管限於目前的財
政狀況，政府不可能大幅度開設公務員恒常職位，但當局應配
合社會所需，加快推動一些關乎民生的政府項目，以短期或合
約方式，增加職位。例如，政府應積極開設支援抗疫的相關職
位，可同時有助解決失業者增多及抗疫人手不足的問題。
同時，政府應聯同業界推出更多的實習和培訓崗位，以協助
在職者增強競爭力，並支援失業者轉型。僱員再培訓局自
2015 年起推行「先聘用、後培訓」計劃，特首在施政報告中
宣布，今年 1 月推出第三期計劃，名額增加一倍至 20,000 名，
對學員不設學歷限制，鼓勵他們參加跨行業培訓。我曾多番促
請政府設立「青年專業發展基金」，提供僱員薪金津貼，並資
助青年專業人士的專業考試及培訓等，有助保留人才和培育接
班人。
此外，政府也應認真考慮設立有時限的失業援助，為確實遇
上經濟困難的失業人士提供直接支援，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
急。由於屬有時限性質，相信不會造成長遠的財政負擔。立法
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轄下將成立「研究在港設立失業援助制度小
組委員會」，希望能引起社會的關注和討論。
儘管如此，上述措施充其量只能治標，稍為紓緩打工仔失業
之苦。治本之法毫無疑問在於設法遏止疫情，盡快「清零」，
恢復香港與兩岸四地以至海外的正常通關，重振經濟，激活各
行各業。正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讓市民有工開、
搵到食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