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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配合中央反制英偏離BNO共識
葉劉淑儀指英方違諾 倡嚴格執行國籍法禁港人擁雙重國籍

對於英國早前宣布，允許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

的港人與家人申請特別簽證赴英國居留，香港特區行政會議

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日前在報章撰文，建議在港嚴格

執行國籍法，禁止港人擁有雙重國籍。葉劉淑儀昨日進一步

表示，英國當年表明不會給予BNO持有人居英權，如今英

方違背承諾，她個人認為中方要作出反制。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亦就此強調，如英方單方面偏離BNO共識，中方採

取行動屬理所當然，重申特區政府會配合中央採取反制措

施，不過行會目前尚未討論BNO相關的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號昨
日發表題為《香港選舉絕不能成為反中亂
港勢力的「工具」》的「人民銳評」，全
文如下：
不久前，香港警方依法拘捕戴耀廷等
50餘名亂港分子。他們於去年夏天策動
所謂「初選」，企圖在立法會選舉中取
得「35+」議席，進而實現「癱瘓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目標，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我們在
為拘捕行動拍手叫好的同時，也不免反
思：香港選舉，何以成了一些危害國家
安全、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反中亂港分
子的「工具」？
自2014年非法「佔中」以來，戴耀廷等
反中亂港分子，接連拋出所謂「雷動計
劃」「風雲計劃」「35+計劃」等，通過

「配票」等拙劣手段，在反對派內部大搞
「協調」，以「公民投票」為幌子裹挾民
意，操控選舉。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利
用選舉奪取管治權，進而把香港變成針對
國家的「顏色革命」和滲透顛覆活動的基
地。2019年修例風波中，反中亂港勢力甚
至用暴力手段滋擾愛國愛港候選人及其支
持者，擾亂選舉秩序，藉機竊取區議會主
導權，進而謀劃了操控立法會、操控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操控行政長官選舉的
「奪權三部曲」。一系列行徑，已經嚴重
背棄了選舉公平公正的原則，是對香港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嚴重挑戰，是對香港
民主選舉制度的干擾和破壞，也是對香港
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挑釁。
而通過選舉「上位」的反對派，又做了

哪些「好事」？在立法會，他們毫無底線

地惡意「拉布」，肆無忌憚破壞立法會秩
序，使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停擺長達9個
月，導致正常議案遲遲無法通過，涉及香
港經濟民生的重要問題無法得到理性討論
和解決；他們逢中必反，在疫情防控等議
題上編造謊言，製造對立，置民生於不
顧；一些反對派議員在修例風波中煽暴縱
暴，支持縱容香港「獨立」「民主自
決」。在區議會，大量反對派議員靠煽動
極端情緒和自我包裝當選，在公共事務和
服務社區方面毫無經驗、一竅不通，反而
成了地區發展的拖累；他們甚至惡意推翻
前屆項目安排，取消通道建設等基礎設施
和民生工程，赤裸裸把政治凌駕於民生之
上。這些行為和活動嚴重損害香港社會民
生福祉，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嚴重危及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

受到香港各界強烈譴責，也引發越來越多
的警醒和反思。
更讓人憂心的是，外部反華勢力早已盯

上香港選舉，企圖介入其中，藉以操控香
港政治事務，謀取自身利益。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多次就香港事務指手畫腳，甚至
發聲明祝賀香港反對派所謂「初選」成
功，還揚言將密切留意香港選舉情況；美
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身體力行」，頻
頻密會反對派議員，暗中「發號施令」，
企圖干預選舉。最擅長「操盤」選舉的戴
耀廷，背後站着的正是外國「主子」。他
與西方一些國家官員往來密切，共謀選舉
事務；其相關研究和活動，得到有「中情
局分店」之稱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美
國國際民主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更不必
說，一些反對派議員，公然乞求外部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早已淪為外部勢力的代理
人，替他們說話為他們辦事，背棄了選民
的信任和支持。選舉，本為選出服務市民
的公僕，現如今卻選出了外部勢力「亂港
遏華」的馬前卒，如何不令人憤慨？
近年來，香港選舉中選舉後所暴露出的

種種亂象，已對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
構成現實威脅。環顧世界，沒有任何一個
地方的選舉，可以容忍內心不認同國家、
蓄意與中央對抗，甚至意圖顛覆國家政
權、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者當選並
取得政權機關的主導權。香港是中國的一
個地方行政區域，「愛國愛港者治港，反
中亂港者出局」是香港選舉必須遵循的原
則和底線。香港的選舉，絕不能成為「攬
炒派」的舞台，絕不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
的工具。對於那些企圖操控選舉，甚至勾
結外部勢力干預選舉的反中亂港分子，除
了依法嚴厲打擊，也要在制度上全面築牢
屏障，不給反中亂港者竊取特別行政區管
治權以可趁之機。

人民銳評：香港選舉絕不能成為反中亂港勢力的「工具」

英國早前宣布，擴大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持有人權利，允許持有BNO

的港人與家人申請特別簽證赴英國居留，通
過特別簽證留英5年後可申請居留權，再居
住1年便可取得永久居留資格。
葉劉淑儀日前在報章撰文指出，中央
或是時候「出手」，終止出於歷史原因
對港人的「特殊待遇」，嚴格執行《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禁止港人擁有
雙重國籍。
她建議，特區政府可設定確切的「截
止日期」，日後獲取外國國籍的港人，
會被視為出於個人意願放棄中國籍，自
動失去持有特區護照、香港居留權和投
票權。

批外國政府趁火打劫煽移民
她昨日在電台節目中進一步表示，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一些外國政府趁火打劫，鼓吹
港人移民，以吸納資金。英國當年表明不會
給予BNO持有人居英權，如今英方違背承
諾，她個人認為中方要作出反制。
葉劉淑儀說，她的建議是針對英國的反

制措施，如果港人寧願「辛苦坐6年移民
監」，都要移居英國，證明他們不想做中
國人，理應取消其中國籍身份。
她還認為，藉BNO移居英國的人數不會

像英國內政部評估的那樣多。她又指，移
居者應該要在外國入籍後，才自動喪失中
國籍，避免有港人因為不能適應移居生活
等原因，回流香港。
她認為，移居海外港人失去中國籍後，

會自動擁有入境權，毋須工作簽證亦可以
在香港工作和生活，因此即使移居者若決
定回流，生活和工作等都不成問題，而且
只要在香港再住滿7年，就可以重新獲得

永久居民身份。而港人移民到台灣不會失
去中國籍，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林鄭：中方採取行動理所當然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會前見媒體時表示，

國籍問題非常敏感，由於歷史原因，中英
兩國政府在香港回歸之前，就已經對於如
何處理BNO護照達成共識，如果現在一方
（英方）單方面偏離這個共識，另一方（中
方）要對此採取一些行動，這亦是理所當
然。
她表示，行會目前並未討論有關議題，

特區政府亦沒有提出如何處理BNO作為旅
行證件的辦法。
但她強調，當香港或者國家受到外國政

府不合理制裁時，特區政府沒有理由坐視
不理。特區政府亦曾公開表明，會配合中
央採取所需要採取的反制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警方日前拘捕戴耀
廷等逾50名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的
攬炒派分子。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在行會前見傳媒時
強調，香港是法治
社會，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如果有人
認為持有某種政治
理念或者採取某些
行動就可以逃避制裁，是不符合法
律精神，也不符合香港的核心價
值。她批評外國一些政客持雙重標
準，呼籲外國社會要尊重每個地
方、每個國家內部事務的自主權。
林鄭月娥指，有關案件已進入調

查階段，她不會作出評論，但可以
對此進行原則性回應。她強調，香
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如果有人認為只要某些人有某
些政治理念，或者他曾經屬於採取
過某些行動的人可以免受法律制
裁，這不是法治精神。
她又指，特區政府近日亦先後發

表聲明，反駁外國有些政客、甚至
政府的高級官員對該次拘捕行動的
謬誤說法，希望外國社會要尊重每
個地方、每個國家內部事務的自主
權，放下對香港的雙重標準。
被問及何謂外國勢力的雙重標

準，林鄭月娥指出，外國會維護

自己的國家安全，卻輕視中國的
國家安全。她指，任何一個司法
管轄區都有一系列的法律來保國
家安全，質問為何香港不能保障
國家安全。
她表示，外國勢力在如何看待法

治上也持雙重標準。她強調，法治
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就是司法的獨立
性及法官的質素。她呼籲社會各界
為法院的司法工作留下空間，讓他
們在無恐懼、無偏袒、無私利、無
欺騙的情況下，維護香港社會的正
義。

區員選委應宣誓效忠特區
另外，對於特區政府現正就公職

人員宣誓的相關條例進行修訂工
作，林鄭月娥表示，區議員及選舉
委員會委員應優先被視為公職人
員，並按照香港國安法的要求宣誓
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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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表示，如英方單方面偏離BNO共識，中方
採取行動屬理所當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逾50名攬炒派分子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日前被警
方拘捕。 資料圖片

寒潮襲港、天寒地凍，既是現
實的天氣，也是疫情下本港經濟民
生寒冬的折射。面對疫情長時間未
能受控帶來的低迷經濟環境和高失
業率，政府既要抗疫更要救人，應
及時推出紓困救急的措施，為備受
嚴冬煎熬的基層市民雪中送炭，讓
忍受失業減薪之苦的打工仔感受社
會關顧的溫暖，有利維護社會穩
定、提升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
持。

本港疫情持續，短期內難以受
控，不少行業受疫情影響已停工停
業，打工仔手停口停。政府統計處
昨日公布去年 12 月的中小企業務
狀況統計調查，本港中小企動向指
數從11月的43顯著下滑至上月的
35.6，其中飲食業更暴跌至14.3，
反映中小企深陷經濟寒冬。工聯會
估計現時全港約有 24 萬人失業，
13 萬人開工不足。現實情況令人
擔憂，等不到疫情退卻，打工仔已
經耗盡積蓄，「彈盡糧絕」，寒冬
侵襲，生活困境雪上加霜。

因 此 ， 目 前 如 何 做 好 關 顧 民
生、重啟經濟，對政府是重大挑
戰。受疫情影響，政府各項收入大
減，確實不適宜、不應該再作無差
別、大規模的「派糖」，但面對部
分長時間停業的行業及其從業者，
尤其是受到疫情衝擊最大的基層打
工仔，政府必須及時伸出援手，作

出精準扶助。正所謂民生無小事，
經濟民生和社會穩定息息相關，本
港失業率徘徊 6.3%的高位，疫情
延續至農曆新年的傳統旺季，定必
有更多中小企熬不住結業。打工仔
山窮水盡，難免滋生怨氣，不利社
會穩定。因此，救助受疫情衝擊最
嚴重的行業及僱員，既是為了扶助
弱勢，也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

本港經歷修例風波衝擊，法治
穩定曾遭嚴重破壞，中央果斷出台
實施香港國安法，為香港立下政治
法治的「定海神針」，令香港迅速
由亂向治。除了政治、法治的穩定
之外，市民安居樂業、生活安穩，
同樣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
要支撐。眼下不少建制派政黨建
言，希望即將公布的財政預算案，
推出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包括設
立臨時的失業援助金，向受疫情影
響而失業的人士每月提供數千元的
援助，為期半年，涉及金額約150
億元。相關建議在政府財政可負擔
範圍內，只要做好方案設計，有針
對性地做到精準扶助，不失為協助
基層市民捱過難關的積極有效之
舉。政府必須秉持善用儲備、應使
則使的原則，幫助基層打工仔維持
基本生計，讓市民感受到政府施政
急民所急、以民為本，令政府施政
有更堅實民意支持，對同心抗疫、
開展疫後復甦工作也會大有裨益。

要抗疫也要救人 扶助基層度寒冬
香港警方日前以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顛覆國家

政權罪，拘捕戴耀廷等55個去年「35+初選」的組織
者、參與者，警方的執法行動引發社會廣泛討論。
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規定的憲制秩序下，香港
選舉必須有效落實「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
出局」的基本原則，絕對不能淪為攬炒派奪權亂
港、危害國家安全的工具。為保證「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有必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確保選出愛
國愛港、真心誠意服務市民的從政者，拒絕任何操
控選舉的行為，保證選舉公平公正，讓選舉重回本
意和正軌。

隨香港政治格局日益複雜，本港圍繞選舉的亂
象也日增，對特區管治和國家安全形成干擾甚至威
脅。攬炒派策動、組織的所謂「初選」，公然以否
決財政預算案癱瘓施政、顛覆特區政府為目的，企
圖上演港版「顏色革命」，既不是一場正常合法的
選舉，而且從根本上說是以選舉作為包裝的奪權禍
港行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方的選舉，
會容忍以顛覆國家政權、破壞社會穩定為目標的人
參選，更不可能讓其透過不正當手段篡奪管治權。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愛國愛港者治港，反
中亂港者出局」是香港選舉必須遵循的原則和底
線，當然要從制度上全面築牢屏障，不給反中亂港
者任何竊取管治權的可趁之機，確保管治權牢牢掌
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透過選舉產生的從政者，包括立法會議員、區議
員，既是民意代表，就必須全心全意服務市民、建
設香港。可是，長期以來，攬炒派政棍在立法會濫
用權力，惡意拉布，大量涉及香港經濟民生的重要
問題無法得到理性討論和解決，諸多利港利民的重
大政策因攬炒派狙擊而寸步難行；更離譜的是，攬
炒派議員在修例風波中煽暴縱暴，支持縱容「港

獨」「自決」，充當「黑暴」保護傘，為癱瘓管治
法治助紂為虐。前年11月，攬炒派又借修例風波的
黑暴惡浪，以不正當手段竊取大量區議會議席，他
們當選後對服務社區、造福市民毫無興趣，一味煽
動仇恨、激化矛盾，把政治凌駕於民生的歪風向全
港各區擴散。一年多來，香港市民嘗盡了攬炒議員
把持區議會、濫用地區資源的苦頭。

就選舉本身而言，任何具公信力的選舉，當然必
須拒絕操控，保證選民可以按個人意志、擁有自由
投票的權利。戴耀廷等攬炒派政棍，近年連番炮製
「雷動計劃」「風雲計劃」「35+計劃」等，通過
「配票」等拙劣手段，在反對派內部大搞「協
調」，以「公民投票」為幌子裹挾民意，操控選
舉；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攬炒派明目張膽使用暴
力手段滋擾愛國愛港候選人及其支持者，擾亂選舉
秩序，完全違背選舉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

更令人髮指的是，外部勢力不斷就香港選舉指手
畫腳，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聲明祝賀攬炒派所謂
「初選」成功，還揚言將密切留意香港選舉情況；
攬炒派政棍公然乞求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甘當
外部勢力「亂港遏華」的馬前卒；戴耀廷等選舉操
盤手，根本就是外部勢力反中亂港的代理人，他與
西方政客往來密切，打學術交流之名，長期接受
外部勢力金援，對本港選舉事務上下其手。

攬炒派勾結外力、操控選舉，嚴重背棄選舉公平
公正的原則，是對香港憲制秩序的嚴重挑戰，是對
香港民主選舉制度的干擾和破壞，也是對香港基本
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挑釁。香港有必要完善更清晰的
法律規範和制度約束，防範攬炒派利用選舉奪取香
港管治權，把香港變成滲透顛覆國家的基地，保證
選舉公平公正，全面符合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宗旨，
選出真誠服務市民的公僕。

香港選舉須有效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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