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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基本法 104 條有關宣誓條

員宣誓條例亦獲通過，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行事，

文訂立了規範，相關的《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

取消不符條例規範區議員的資格，撥亂反正，區議

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也獲香港立法會三

會過去以政治凌駕民生、宣揚黑暴「港獨」的歪風

讀通過生效。中央決心解決香港的亂象，而公職人

才能糾正過來。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筆者當了 20 多年區議員，剛剛開始擔任時是
22 歲，是當時最年輕的委任區議員，多年來見
證着區議會的變化，由最初服務地區，協助市
民的角色，到後來轉為政治炒作平台，再到近
年轉化為專注黑暴、宣揚「港獨」的顛覆據
點，完全失去區議會原有的功能，實在非常惋
惜。
我初進入區議會是委任議員，後來才當選民
選區議員。當時區議會委任和民選兩個組別的
議員溝通順暢，心無芥蒂。大家在會議上討論
時，即使因意見不同，爭拗得臉紅耳熱，但都
只是就事論事，會外亦能成為朋友。

淪為亂港平台搞壞民生
可惜的是由 2003 年開始，香港變得事事政治
化，社會矛盾加劇，地區工作和事務被政治凌
駕，區議會開始變質。區議會的中文名稱沒有
改 變 過 ， 但 其 實 英 文 名 稱 最 初 是 District
Board，區議會的設立本來就是一個諮詢組織。
後來因為立法會有一席來自區議會，區議員的
地位和薪津制度才逐步建立起來。但區議會本
身作為地區諮詢組織的角色設定並沒多大改
變，區議會並沒有憲政地位，不是政權的一部
分，政制上仍然是由特區政府行政主導，由立

法會作為立法機關。
由於區議會有公帑支援，區議會議席成為
了攬炒派爭奪的對象，務求利用議席提供的
公帑，作為他們的政治資源，更利用區議會
平台，從事政治攬炒的工作。這現象到 2019
年的區議會選舉，更是完全進入失控的階
段。

中央出手復原清風正氣
2019 年區議會選舉是歷年來最黑暗、最不公
平的選舉。當年攬炒派以暴力挾制整個社會，
以恐嚇、起底，甚至武力的手段逼迫政見不同
的人。建制派參選人因為不認同暴力、不認同
攬抄而發聲，各個辦事處因而被刑事毀壞、被
縱火、被擲汽油彈；義工們都因為怕被黑暴針
對，不敢出面協助他們支持的參選人。我們的
宣傳橫額被剪、街站被狙擊、小巴車身廣告被
塗污。攬炒派用盡一切不公不義的手段破壞對
手的選舉工程。
攬炒派進入區議會後，亦置民生事務於不
顧，竭力推動「港獨」。在區議會會議上唱
「港獨」歌、展示「港獨」旗幟，以政治議題
取代社區民生事務。由攬炒派在區議會掌權以
來，無數惠民活動被取消，兒童的康樂活動、

●2020年的所謂「初選」圖顛覆國家政權，百多個攬炒派區議員仍借出辦事處作為「初選」地點。

成年人的粵曲班、區域舞蹈比賽，甚至別具香
港特色的傳統活動龍舟競渡，也因為攬炒派把
持區議會而不獲資助，最後未能舉辦。
香港國安法就是在黑暴打、砸、毀、燒和攬
炒派意圖顛覆國家的大背景下訂立。香港國安
法早在去年 6 月 30 日訂立了，但攬炒派仍堅持
舉行意圖顛覆國家政權的立法會違法「初
選」，百多個攬炒派區議員借出辦事處作為
「初選」地點，再次展現他們一貫無視法律規

楊華勇 湖北省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香港國安法實施至
今近一年，部分黑暴
攬炒分子畏罪潛逃海外。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近日接受媒體專訪時強調，政
府會終生追究被通緝者的刑事責任。
多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亂港分子相
繼潛逃離港，企圖逃避法律的制裁，
有些甚至誤以為自己可以永遠逍遙法
外，繼續高調從事涉嫌違法的行徑。
殊不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他們
曾經犯法，港府就會對他們終生追究
刑責。
部分潛逃亂港分子，包括：「本土
民主前線」前召集人黃台仰，民主黨
前成員許智峯，「青年新政」前召集
人梁頌恆，前「香港眾志」創黨主席
羅冠聰，《學苑》前總編輯梁繼平、
「香港獨立聯盟」召集人陳家駒等
等。尚未被起訴，但被指有涉嫌違法
行為者，有前立法會議員郭榮鏗，香
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周竪峰，前
「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發
言人邵嵐等。

違法者到哪裏都不受歡迎
正如李家超強調，國際關係千變萬

化，「當你（潛逃分子）有政治價值
的時候，可能（外國）會照顧你，但
當國際關係變化到你沒有利用價值，
可能就用完即棄，但肯定的是，我們
一定會終生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
例如，一些有案底的亂港分子想方
設法奔赴台灣，但民進黨當局並不歡
迎他們，反而選擇第一時間「割
席」。據台灣《中時電子報》報道，
去年8月26日下午，台灣「陸委會」
發言人邱垂正在記者會上先是口頭挺
了一下亂港分子，隨即話音一轉，稱
「不鼓勵」以非法方式來台，否則須
負刑事責任以及面臨安全風險。多次
竄台的亂港組織「學生動源」召集人
鍾翰林在接受採訪時抱怨台當局對他
們的「求援」態度消極、敷衍。台灣
網友明確表示，台灣民眾不歡迎香港
暴徒，更無法容忍故意製造暴亂的人
跑到台灣搞亂。事實證明，違法者跑
到任何地方都不受歡迎。
香港國安法利劍高懸，亂港頭目相繼
出逃，當初口口聲聲的「齊上齊落」淪
為笑話。這些人中，不乏身負多項控罪
的棄保潛逃分子，他們潛逃前惡行昭
著，潛逃後誤以為自己可以永遠逍遙法

外，繼續高調從事涉嫌違法的行徑。這
也說明，香港必須堵塞保釋制度的嚴重
漏洞。

司法改革刻不容緩
早在 2017 年發生的黃台仰棄保潛
逃案已經為法官們敲響了警鐘。黃被
捕時家中有大量現金已是不尋常，但
法官仍允許他以參加學術會議的名義
離港，結果黃一去不復返。但現時法
官即使判錯案、量錯刑，甚至輕易批
准保釋，令疑犯有機會潛逃，都無須
被問責，導致不少案件備受社會爭
議，令香港司法形象受損，因此司法
改革刻不容緩。
前廉政公署副廉政專員郭文緯指
出，香港雖然是司法獨立，但不代表
法官可以不受任何監察。若有法官作
出一連串不公的判決，便令人有理由
懷疑其有政治取向，從而涉嫌違反宣
誓誓言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司法機
構和廉政公署都應調查。他亦建議民
間成立法庭監察組織，把受爭議的案
件羅列在網上，讓市民討論，反映民
意，這一做法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
都行之有效。

許楨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美歐自私 囤積疫苗 害慘全球

潛逃者終生追責 需堵塞保釋漏洞

做好抗疫防疫 爭取正常通關
以一句到尾，豈不是香港咎由自取？
上述問題必須指出以免重蹈覆轍，
但更重要是政府能否善用現時資源及
近乎「清零」的環境等優勢，盡快與
內地實現正常通關，「打返一場好
波」讓人眼前一亮？例如︰政府應盡
快爭取討論已接種兩劑疫苗的市民可
正常通關的先導計劃。如此做法相信
既可讓內地人民較為安心，感到合
理。或者反過來說，明明可打疫苗減
低風險，不過硬是不打，卻要求人家
正常通關，絕對難以說服人家。將心
比心，如其他地方的人要前來香港，
大家也必然較接受已接種疫苗的人士
進來，這是人之常情；另外，筆者相
信如成功爭取上述措施，也是鼓勵疫
苗接種的催化劑，讓香港盡快做到群
體免疫，真正免於後患。
又再以漁業為例，筆者與內地一些部
門溝通時，其實他們也較為傾向香港流
動漁民應盡快接種疫苗，好讓他們推出
既符合防疫，讓大家更安心安全，也便
利漁民生產作業的措施。可見，這很大
程度是正常通關的一大原則前提。政府
應盡快加大力度宣傳及闢謠，盡快推動
更高的接種率，讓香港可重回正軌。

地積比率放寬須基建先行

理所當然，也可以說是香港咎由自
取。對比世界各地，雖然特區政府一
直將疫情處理得比不少地方為好，確
診宗數偏低，卻遲遲不能斷尾，人人
皆知新冠疫情是具有一傳十，十傳
百，傳至數百萬的恐怖威力，而香港
在這一段時間內也多次發生以為可控
制疫情，卻不知何故突然死灰復燃的
情況，又教內地、澳門人民如何安心
讓香港市民自由通行？
其次，香港從頭到尾也可以是一個
很幸福的地方，包括疫苗等防疫物資
唾手可得。有如張竹君醫生所言，其
實也不知市民在接種疫苗一事上「仲
等緊乜」？在此，可能基於部分港人
的劣根性，放在眼前就不珍惜，甚或
是黃絲反社會本質，專門喜歡對
幹，但也必須「歸功」部分傳媒不知
何故，總是喜歡在報道時將人的死亡
與疫苗接種先行掛鈎，就是這些傳媒
輕輕一句，卻讓不少市民產生誤會，
不過其實至今七宗死亡個案卻沒有一
宗與疫苗接種有因果關係，就有如一
個人死前吃了一包即食麵，我們便能
推斷吃即食麵可以殺人？不過，政府
卻未能發動應有的機能好好闢謠。所

新冠疫情在全球，尤其在南亞、東北亞擴散之際，全球健康峰會5月21
日在意大利首都羅馬召開。會議的焦點在於如何擴大不同疫苗的生產與流
通，以幫助世界各國，尤其是落後地區對抗新冠病毒。和過去一年多以來
的情況不同，眼前的挑戰，並不在於各式疫苗的效用、安全與成本，而是
生產流程與分配機制。這主要是政治和商業利益問題，而不在於科學與技
術。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美國與加拿大囤積了數以億計的新冠疫苗；該媒
體指出，美國的囤積量，達到其國民所需針劑的2倍，而加國則囤積其國
民所需的5倍。若論手中疫苗與人口比例，加拿大「榮奪」世界冠軍。無
怪乎，不同生產辦法、不同藥廠的疫苗持續投入市場，像美國、英國、加
拿大等地的接種率在極短時間之內，衝上六七成甚至更高；然而，絕大部
分落後經濟體的接種率幾乎是零。
作為「世界藥廠」的印度，即使緊急煞停疫苗出口，該國接種比率仍是
極低，當地及整個印度次大陸的疫情，仍在高燒當中。新德里與華府，曾
經在全球健康峰會舉行之前，主張各藥廠臨時開放專利，讓落後國家生產
疫苗。然而，德國領導的歐盟極力反對相關建議。柏林的立場亦非毫無道
理，所謂疫苗專利，只包含基本內容；即便其內容開放，亦無法確保原料
供應與生產過程，得以高效益、低成本地完成。
面對華府與新德里的外交夾擊與道德壓力，布魯塞爾反指，美方禁絕疫苗
及其原材料出口，才造成全球供應鏈的瓶頸。有見及此，拜登又打出向全球
「供應」8,000萬劑疫苗以回應之。可是所謂「供應」的原則與操作機制是
什麼，外界不得而知，唯一得以確定者，是當中有6,000萬劑，是美國及部
分歐洲國家亦不鼓勵其民眾接種的英國阿斯利康疫苗。
連珠炮發的歐盟，當然不會放過英國這個「冤家」。雖則歐方查無實
據，倫敦未有明令不許疫苗出口；實際上的出口量，卻寥寥無幾。因此，
才出現數月之前，歐盟阻撓在該大陸授權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離境，而英
方又指責歐方拒絕相關原材料流通的鬧劇。防疫是另類的「集體自衛」，
自私自利又相互推諉，終將害己害人。「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抗疫靠
疫苗，首要「患不均」，其次「患寡」。

溫和達 北區區議員

崔景恆 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 香港漁民青年會主席
筆者撰文時，香港疫情已趨緩，或
許歸功於特區政府在處理疫情上的漸
入佳境，或者是香港漸漸走出政治紛
爭，市民理性抗疫，接種疫苗人數增
多的客觀結果。隨抗疫出現成果，
如何讓香港恢復從前，讓市民生活如
常，重啟經濟活動，理所當然又再成
為全城熱話。
其中，如何與內地和澳門重新正常
通關，絕對是其中一項市民異常重視
的頭等要事，內地、澳門和香港三地
一直不論在經濟、民生還是親朋戚友
的往來，也是密不可分。香港不能與
之通關衍生出不少嚴重問題。以筆者
較熟識的漁業為例，為免疫情傳入，
不少內地城市也不時調整防疫措施，
時而嚴謹得厲害，縱使香港漁船已離
開香港 14 天，但也不容許進入內地
港口驗船維修，讓現時已因驗船產業
北移而難以在香港驗船的漁民大感頭
痛，甚或導致不能出海生產作業。這
只是漁業問題的冰山一角，更何況是
整個本應與內地環環緊扣的香港各行
各業和社會？
香港至今仍未與內地及澳門正常通
關，既是在當地人民心目中某程度上

範的作為。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基本法 104 條有關宣
誓條文訂立了規範，相關的《2021 年公職（參
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也獲香
港立法會三讀通過生效。中央決心解決香港的
亂象，而公職人員宣誓條例亦獲通過，特區政
府有責任依法行事，取消不符條例規範區議員
的資格，撥亂反正，區議會過去以政治凌駕民
生、宣揚黑暴「港獨」的歪風才能糾正過來。

香港的房屋問題，相信每一位香港市民都耳熟能詳，筆者認為除了增加
土地供應之外，如果調整已經獲批准發展的土地地積比率，從而增加單位
供應，是有效解決房屋短缺問題的好方法。
地積比率是指地盤面積與可建樓宇總建築面積的比例。簡單而言，地積比
率愈高，可以興建的樓宇面積就愈高。 5月17日的北區區議會土地及發展、
房屋及工程委員會上，筆者曾就調整地積比率問題向規劃署表達訴求，希望
放寬古洞北19區公屋發展計劃和粉嶺15區公屋發展計劃的地積比率，目的
為增加公屋單位供應量，又可以興建更多公共設施讓市民使用，一舉兩得。
當然，如果單純通過調整地積比率，增加公屋單位數目，可能導致附近
公共設施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因此筆者堅持基建先行，合理配套的原
則，住房跟公共設施比例需要合理，例如停車場、社區會堂、街市等等才
能滿足實際的市民需求。
目前香港的公營房屋發展計劃一般以地積比率6倍發展，例如早前上水第
4區與第30區的發展項目，房委會向城規會申請放寬地積比率限制至到6.5
倍，同時放寬高度限制由130米到144米或149米，因此預計可以興建47層
高的大廈，增加數以百計的單位供應。即是說在土地面積不可變的情況下，
通過提升地積比率，就能增加單位供應，也解決了爭議性比較大的車位不足
問題，同時有空間增加更多社區設施。
早前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表示，香港的住房問題需要得到解決，「解決這
一問題難度很大，但總要有開始的時候。如果一直就這樣，也形不成共
識，也沒有解決辦法，一有辦法立法會就在『拉布』，最後損害的是香港
市民的利益。」目前香港政府積極覓地興建公屋，非常艱難才找到適合的
建屋土地，因此應該好好地善用每幅土地，在興建更多房屋之外，也要做
到基建先行，確保有足夠的基礎設施，否則城規會與地政署也不會輕易放
寬公營房屋的地積比率。
筆者希望計劃中的上水古洞北19區和粉嶺15區的公營房屋計劃，地積
比率可以獲得放寬，以及確保配有充足的基建設備，令到每一位居民都可
以安居樂業，為長遠解決香港房屋問題踏出重要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