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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好宣誓關與 DQ 關同樣重要
為了準確落實基本法第 104 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解釋，以及其他有關公職人員
的宣誓規定，特區政府提出修例以履行憲制責任，立法會於 5 月 12 日三讀通過
《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其中規定區議員需
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區。條例將於 5 月 21 日刊憲並生效。民政事務局局長將
獲授權出任監誓人，當局正研究宣誓安排的細節，將盡快公布。政府表明，會盡快安
排全港十八區 479 名區議員同日分區宣誓。
顧敏康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執行會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法確立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2）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國家安
全；（3）擁護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
分離的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行使
主權；及中央根據基本法對香港特區行使管治
權力；（4）擁護「一國兩制」原則的落實，維
護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5）擁護在基本法的
框架下，保持香港特區繁榮穩定的目的；（6）
忠於香港特區，維護香港特區的利益。
負面清單則列出九種禁止行為：
（1）作出或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
動；（2）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
擁有並行使主權；（3）拒絕承認香港特區作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
位；（4）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5）尋
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6）
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長官為
主導的政治體制秩序的行為；（7）作出損害或
傾向損害香港特區的整體利益的行為：（8）公
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
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或區旗或區徽；（9）侮辱
或貶損國歌或國家主權的任何其他象徵和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表示，4名曾經
被選舉主任依法認定不符合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特區要求的現任區議員，在草案生效後，將即
時喪失區議員資格。而在宣誓之前，已有至少
29 名區議員辭職，原因包括不願意宣誓、還
柙、判囚超過 3 個月和健康等；另有 4 人表明條
例通過後亦不會宣誓，料將失去議席。

規定了公職人員法定要求
政界預料，條例生效前將會有更多區議員辭
職。這些區議員宣布辭職是好事。一方面，他
們的辭職說明了他們對宣誓內容的抗拒，是不
適合擔任公職的；另一方面，他們辭職也必然
令區議會的議事環境得到實質性的改善。所以
說，他們的辭職對香港及社區不是損失而是得
益，也真正說明了條例為香港政制的良性發展
提供了可靠保障。
條例的最大亮點就是為公職人員規定了正面
清單和負面清單。
正面清單規定公職人員必須做到「五個擁護
和一個忠於」：
（1）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

誌。
這兩個清單將公職人員必須符合的法定要求
和條件清晰呈現出來，避免了未來可能的爭
拗。因此，當局理應據此把好宣誓關，一旦發
現某人拒絕或忽略宣誓，就應當裁定其不符合
資格。

切實做好 DQ 工作
當然，把好宣誓關十分重要，而把好 DQ 關同
樣重要。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宣誓與拒絕宣
誓不同。拒絕宣誓意味着從一開始就不能入
閘，而宣誓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就有可能入
閘。例如，民主黨經過黨內商討後，決定建議
黨員宣誓，但每個議員仍可按個人的需要作出
最後決定，即是沒有強制式要求民主黨議員宣
誓。這就意味着儘管民主黨黨內部分議員拒絕
宣誓而辭職和退黨，但仍然會有大多數黨員希
望通過宣誓入閘，其中不排除有人宣誓入閘
後陽奉陰違。還有些區議員明言會宣誓，目的
是為了爭取平台進行所謂的「抗爭」。在這種
情況下，當局有必要審查這些所謂「願意宣
誓」的人士，切實掌握其宣誓前的行為，全面

支持本地新聞媒體要雙管齊下

姚明耀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副會長

甘煥騰 香港報業公會主席

澳洲立法先例值得關注
作為行業組織，報業公會認為，要維持本
地新聞界的水準，合理而健康的商業營運環
境非常重要，要達到這個目標，唯有倚賴
「人助自助」兩條腿走路、雙管齊下的策略
應對。澳洲政府立法的先例，現時已引起法
國等國家關注，皆因各國明白，專業報道不
能被人人做記者的社交媒體取代，注重查
證、講求客觀事實的新聞業不振，社會付出
的機會成本極大，長遠造成的影響難以彌
補。
要求網絡平台支付費用能否有效扶掖新聞
行業，效果仍待探討，然而，這是具有里程
碑意義的舉措，一個方法不夠，可以再考慮
第二個方法，最重要的是政府意識到問題的
嚴重性，願意走出第一步。為此，公會希望
特區政府官員能適時跟進和了解外國立法的
安排和配套，以免大幅落於人後。
倣傚澳洲立法保護本地新聞媒體的生存權
是一個做法。支持和鼓勵本地媒體發展，可
能是比立法更快見到效果的另一個應對方

式，當局推動社會重視、支持
本地新聞產業的發展，在今日
飽受疫情衝擊的社會環境，更
是刻不容緩。
本着求人不如求己的精神，報業公會在去
年 11 月籌建了本地報業網站廣告投放平台
「報網通」，透過這個平台，客戶可以一站
式投放流量廣告到多家報業公會的會員報章
網站上。這個平台啟用後，雖然仍有不少地
方需要改進，但同時亦已取得不俗之成績，
廣告投放量按月增長，並且取得推廣效益極
為亮麗的個案，有機會本人將會再和大家分
享。

藉
「報網通」
建行業平台
「報網通」的初步成功，端賴參與的會員
報章合作，同時特區政府和不少大機構的支
持和協助，發揮了很積極的作用。「報網
通」的營運理念，是為業界提供技術支援，
令廣告客戶能得到質素有保證、投放較為方
便的推廣途徑，整個理念是以商業營運和市
場導向為主，冀能為本地新聞行業提供更合
理的經營效益，啟用後獲得本地機構紛紛關
注和支持，大膽說一句是得道多助。
社會明白本地新聞行業凋零，意味社會的
生命力下降，正是「報網通」以有限資源，
啟用後即能取得佳績的最大助緣。當全球都
明白新聞媒體的存在價值，「報網通」應運
而生，期望報業公會這個嘗試，能夠在大家
愛護下茁莊成長，成為另一個成功的香港故
事。

黃書銳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
境外疫情嚴峻，本港外傭群體中亦出現源
頭不明的感染變種病毒個案，令防疫形勢再
次變得嚴峻。在此情況下，政府立即安排相
關社區住戶隔離檢疫，要求全港約37萬名外
傭限期強制檢測，以盡快切斷社區傳播鏈，
阻止變種病毒擴散。
外傭群體中出現了感染變種病毒案例，要
求該群體進行病毒檢測無可厚非。自第四波
疫情以來，政府要求某一特定群體強制病毒
檢測並非特例，餐飲、公共交通服務、建築
業、安老院舍等染疫高危行業的從業者一直
都須進行定期病毒檢測，才能正常工作和營
業。同時，當某一場所或某一群組出現確診
個案時，與該群組或場所有關聯的所有接觸
者亦須強制檢測，這是防疫條例中明確規定
的，並非只針對外籍家庭傭工。以往的檢測
工作都得到廣大市民的積極配合，在剛過去
的周末，數萬外傭也主動配合完成了病毒檢
測，非常值得讚賞。
另外，政府亦應該向外傭及其僱主家庭說

明疫苗保障措施，將外傭納入
保障範圍內，與所有其他香港
市民同樣享受保障基金保障，
以此釋除外傭打針顧慮。
抗疫要成功，政府和市民皆有責任，一個
人自私妄為，隨時累及全社會。這次變種
病毒牽連甚廣，導致全港 37 萬外傭須強制
檢測、上千市民送往檢疫中心，部分長者
行動 不 便 ， 不 少 市 民 猝 不 及 防 、 諸 多 不
便，受牽連的市民難免焦慮不安。然而變
種病毒對本港疫情防控帶來重大挑戰，檢
疫隔離從嚴從緊，實屬必要。另外，變種
病毒流入社區，反映入境防疫或檢疫措施
有漏洞。對此我們希望政府加強檢討，堵
塞漏洞，鞏固防疫成果，以確保疫情不再
反覆惡化。
加強病毒檢測和疫苗注射是行之有效的防
疫措施，一個地方無論防疫做得多好，最終
都要靠疫苗做到群體免疫，才可以打開門
戶，全面重啟經濟。

印度疫情失控顯西式民主制度局限

建立免疫屏障確保疫情不再惡化

推動全民接種 加快經濟復甦

世界各地媒體如何因網絡平台大量轉載內
容導致收益流失、經營困難，已經成為國際
議題。最近澳洲立法要求社交平台或搜尋器
向新聞機構支付費用，在西方引起不少迴
響。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資訊發達流通
是核心競爭力，如何維持本地作為中西訊息
交流的新聞中心，不僅關乎一個行業的榮
枯，同時也是香港能否維持其國際地位的關
鍵。

判斷其是否屬於真誠宣誓，切不可讓那些「口
是心非」者混入體制內。
當然，即使宣誓關不能全面防止「漏網之
魚」，下一步就要把好 DQ 關，一旦發現有人違
反誓言，就應該及時展開DQ程序。
對於 DQ 情況，條例也列明律政司司長可以以
立法會或區議會議員違反誓言，或不符合擁護
基本法、效忠特區的法定要求，提出法律程
序，有關議員會即時自動暫停職務，直至法庭
對有關訴訟有最終決定，律政司亦可於任何時
間提出法律程序，如果法庭裁定某議員、某日
開始失去議員資格，則由該日起不再享有任何
相應待遇。
為了保障相關法律權益，條例特別設立「越級
上訴機制」，即相關人士如果不服高等法院原訟
法庭的初審判決的一方，可直接向終審法院提出
上訴，而無須向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提出中級上
訴，以期更快確定議席。條例尤其規定，被DQ者
五年內不得參選。筆者衷心希望律政司能夠積極
作為，把好DQ關。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杜絕那些
企圖通過宣誓矇混過關的人士。

政府經濟顧問上周公布，將本港上季的經濟增
長數字，略為向上修訂到 7.9%，結束了持續 6 季
的收縮，失業率亦由早前 7.2%歷史高位回落到
6.8%，但經濟復甦並不平均，整體經濟活動仍低
於衰退前的水平。從實際情況觀察，香港經濟反
彈動力呈偏強態勢，原因為過去疫情肆虐相較的
低基數效應所致，商貿旅遊零售等經濟活動復甦
言之尚早，尤其香港疫苗接種尚未達至群體免疫
效果，疫情對經濟的枷鎖未能徹底解除，經濟前
景仍存隱憂。日前舉行的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二
十二次會議提出，要有序恢復粵港居民跨境往
來。這為兩地早日來往交流復常、加強大灣區經
濟聯繫創造條件，但香港全面控疫是關鍵。

經濟復甦需香港與內地回復通關
我們國家是全球最先擺脫疫情困境的國家，
更為全球多國經濟走出新冠泥淖提供源源動
力。當前，「雙循環」、「十四五」規劃、大
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等國家重大舉措，是
香港謀求疫後自身發展的重要出路。然而，因
應疫情形勢，香港與內地未能正常通關長達將
近一年半，兩地經貿往來不能暢通，香港把握
國家機遇受到阻礙，制約了香港的經濟發展。
國家疫情穩中向好，今年迎來旅遊史上最熱
「五一黃金周」。文化和旅遊部數據中心公布，
內地旅遊出遊2.3億人次，旅遊收入逾1,130億元
人民幣，分別按年增長 120%和 138%。旅遊收入
恢復至疫情前同期近八成，旅遊市場出現疫後報
復性反彈。疫情受控多時的澳門，與內地早已正
常通關，「五一黃金周」即揭示澳門旅遊業新景
象，整體到訪澳門旅客16.7萬人次，當中15.6萬
人次為內地旅客，5天酒店平均入住率逾80%，整
體較當局預期理想。反觀香港旅遊業仍無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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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旅遊區和主要景點遊客疏落。
港澳「五一黃金周」表現形成大反
差，再次凸顯香港與內地及早回復
正常通關的重要性。

全民接種是經濟全面復甦重要前提
環顧世界疫情與經濟關係，疫苗接種率與新
冠新病例發生率有明顯的負相關，疫苗接種率
越高的國家和地區，新病例發生率降低得越明
顯，經濟亦越能提早起步。其中，以色列是全
球疫苗接種的領跑者，隨着總人口的接種比例
達到 60%，上月每日新增病例和死亡數量幾乎為
零。以色列目前的社會生活基本恢復了正常。
美國、英國和一些歐洲國家，亦隨着接種率持
續增加，疫情逐步受控，可以集中精力恢復經
濟，有望從新冠疫情中走出來。印度近期的疫
情大爆發，引發人道災難，台灣疫情近日出現
顯著反彈，更加顯示盡快接種疫苗的緊迫性。
這些疫情受控的經驗和失控的教訓提示，接種
疫苗以獲得更強和持續更久的免疫力，是經濟
全面復甦的重要前提。
接種疫苗是抵禦新冠疫情的強力利器。特區政
府早已採購了逾2,200萬劑新冠疫苗，是全港總人
口的3倍，惟截至5月16日，本港接種新冠疫苗
逾195萬劑，其中約116.79萬人已接種第一劑疫
苗、約 78.72 萬人已接種第二劑疫苗，離七成接
種率、形成疫苗保護屏障的目標仍有距離。當
前，香港疫情趨穩之際，絕不能再讓疫情反彈，
因此，市民須從防疫大局着想、提振經濟為重，
為己為人自覺接種疫苗，全力配合特區政府防疫
抗疫工作，如此才可確保達至全民接種目標，共
同讓香港盡快走出疫情陰霾，早日正常通關，引
入內地活水，分享國家紅利，經濟全面復甦。

穆家駿 中學教師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印度疫情失控擴散，疫情不
斷的原因有很多，有民智未開
的以牛糞來抗疫的行徑，也有
醫療基建的落後，但當中體制的因素肯定屬於關
鍵一環。這個被稱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為什麼在「民主體制」下沒有能夠成功應對這次
的疫情？其實不光是印度，西方許多「民主國
家」比如美國、歐洲等等在疫情面前都變得不堪
一擊，相反中國卻可以稱得上是成功控制了疫情
並重啟了經濟。 筆者認為其實抗疫失敗的根本
原因與民主無關，反而是與民選制度有關。
西方「民主國家」長期向全球輸出所謂的民主
概念，實際上只是簡單化將民主等於直選或者民選
制度設計的概念，但兩者其實並不相同。近代民主
的概念可以以林肯《葛底斯堡演說》中提到的民有
（of the people）、民治（by the people）和
民享（for the people）三者作為概括。在此民主
概念下的最終目標就是為了讓人民能夠享受國家帶
來的種種好處。而我們經常聽到的「一人一票」、
「公開選舉」的民選制度只是西方國家根據民主概
念而衍生的程序或者工具而已，這種程序或工具能
否發揮產生一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功用呢？
以這一次新冠疫情的應對來說，我們國家所發揮的

作用明顯與西方是高下立見的。
西方民選制度原本是為了保障民
有的概念，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早已
經被資本的力量所控制。從發揮影
響輿論和人心的媒體，到需要資金
支持並參與選舉的政黨，無一不是
從資本無形之手所控制的力量。「一人一票」的
選舉就能保證「民有」嗎？恐怕在現實操作面
前，選舉只不過成為了資本力量最後收穫影響力
的表現形式，表面上的「一人一票」實際上都是
在輿論宣傳和資金支持下的結果。因此印度這個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竟然在新冠疫情爆發
最嚴重的五月繼續進行競選，背後反映的是，選
舉才是執政者和資本力量最關心的問題。民有都
談不上，又如何能夠做好民治和民享呢？所以事
實可見，印度競選集會不暫停的惡果就是進一步
更大規模的感染，民治也不可能做到，更遑論民
享了！
民主這個概念從古到今其實一直都沒有一個固
定的定義或方式，無論是「一人一票」的直接選
舉，還是協商民主式的間接選舉，只要讓人民在
生活中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做到民
有、民治、民享，那就是真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