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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宣布解散。用一句話形
容「民陣」的19年歷史，可謂「生
於不義，死於恥辱」。「民陣」長
期以「民主」、「人權」等議題污
名化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令
香港持續處於國家安全不設防的狀
態，為香港埋下動盪混亂的種子。
其後，「民陣」積極發起遊行示
威，反對促進兩地合作交流的廣深
港高速鐵路，反對特區政府改善經
濟民生的大型基建；2014年的非法
「佔中」、2019年的修例風波，
「民陣」都扮演了組織和煽動的不
光彩角色，可謂是「逢中必反」、
「逢政府必反」。

「民陣」在「解散聲明」中自稱
一直奉行「合法、和平、理性及非
暴力」的原則，批評特區政府「政
治打壓」。但事實上，修例風波本
身就是在「民陣」推波助瀾下愈演
愈烈，期間的大規模暴力示威，包
括衝擊立法會、衝擊中聯辦等，大
多發生在「民陣」發起的遊行之
後。香港國安法實施翌日，「民
陣」召集人堅持以「個人身份」發
起「七一遊行」，結果遊行開始後
不久就發生唐英傑駕駛摩托車衝向
警察、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恐怖活

動。由此可見，「民
陣」是暴力示威的
「保護傘」和「催化
劑」，一直為激進的
反中亂港行動背書，
根本與「和理非」相距甚遠。

這樣一個劣跡斑斑的組織，長期
拒絕註冊成為正式社團，一直以
「非法」形式運作，解散或者被
取締是必然的，但這不等於「民
陣」及其骨幹成員可免除法律責
任。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早前表
示，警方將調查「民陣」是否涉
嫌違反香港國安法，強調一直有
蒐集證據，隨時對違法組織依法
採取行動，違法者別以為解散便
可逃之夭夭。

除了觸犯香港國安法罪行外，
「民陣」沒有註冊，卻牽涉操縱大
量資金，極不透明，政府亦應循洗
黑錢、欺詐的方向調查，徹查「民
陣」的種種罪行，不能讓搞亂香港
的罪魁禍首藉解散逃避刑責。

教協和「民陣」相繼解散，再次
證明特區政府維護國家安全，落實
香港國安法的決心堅定。「民陣」
的成員應認清現實，積極配合警方
調查，否則必將自食惡果。

不懲「民陣」不足以彰顯法治威嚴
「民陣」解散，香港已經翻開新一頁，極端反對派

借助西方勢力支持，反中亂港、興風作浪的時代結束

了。不過，「民陣」在覆滅之際死不悔改，負隅頑

抗，所謂「解散聲明」，字字句句仍在百般抵賴，迷

惑大眾，還自詡「功勞簿」，正是不打自招的「罪行

錄」。特區政府和警方應依法辦事、果斷執法，全力

維護法治尊嚴和香港市民利益，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舒心博士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太平紳士 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

8月15日，「民陣」在香港社會各界的持續聲
討，以及香港國安法的強大震懾下，宣告解散。
這是繼教協宣布解散後，反對派陣營的又一大潰
散。「民陣」這顆長期侵蝕香港的「毒瘤」被清
除，標誌香港再向良政善治邁進一大步。

發動暴亂 衝擊法治
「民陣」以各種名目組織遊行集會，最終演

變成大規模暴力、破壞事件，嚴重觸碰「一國
兩制」原則底線，觸犯香港國安法和多項香港
本地法律，所作所為罄竹難書，讓香港社會備
受其害，令香港法治受辱蒙羞，分明是徹頭徹
尾的香港「禍亂之源」。

香港是法治社會，有關部門必定要秉公執

法，除惡務盡。「民陣」長期倒行逆施，市民
聲討不絕於耳。多年來，「民陣」口喊維護法
治，實則無法無天，打着所謂人權民主自由旗
號，毫無顧忌地衝撞法律底線，為所欲為地搞
亂香港社會。回歸以來，香港發生的多場非法
集會、暴力對抗，都與「民陣」的煽動、策
劃、組織直接相關，香港警方正在嚴肅調查。
「民陣」宣布解散，是想玩一齣「金蟬脫殼」
把戲，逃脫法律追責。細看「民陣」的所謂
「解散聲明」，字字句句仍在百般抵賴，繼續
迷惑大眾。如今，「民陣」雖然迫於法律和輿
論壓力，打自動解散的「悲情牌」，但其「解
散聲明」，還自詡「功勞簿」，正是不打自招
的「罪行錄」：它不僅是反對香港基本法23條

立法、非法「佔中」的直接策劃和指揮者，是
「港獨」、黑暴攬炒等反中亂港活動，以及把
修例風波升級變質為嚴重暴亂活動的主要推
手，還是勾結外部勢力，發動「顏色革命」的
急先鋒和馬前卒。撥亂反正，重回正軌，是香
港社會民心所向，大勢所趨。特區政府和警方
應依法辦事、果斷執法，全力維護法治尊嚴和
香港市民利益，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遺毒仍在 要徹底清除
香港已經翻開新一頁，極端反對派借助西方

勢力支持，反中亂港、興風作浪的時代結束
了。不過，作惡多端的「民陣」仍在覆滅之際
死不悔改，負隅頑抗，繼續拿出「人權、民

主、自由」的遮羞布招搖撞騙、惺惺作態，妄圖
博取同情、煽動民意，眼睛雪亮的香港市民早已
看透了它虛偽、險惡、狡詐的嘴臉，這場鬥爭還
沒有結束。「民陣」留下這樣的「遺言」，覺得
這樣才「死得有面子」，說明香港極端反對派的
框架和舞台雖然一個個倒塌，但仍有一些陰魂繼
續遊蕩一段時間，不排除化整為零，繼續用另
一些方式頑抗，香港社會需要徹底清除它們的
影響。只有依法追究反中亂港組織的法律責
任，徹底清算反中亂港組織的惡行，才能使香
港重建法治秩序，重回發展正軌。執法機關要
依法深入推動各領域撥亂反正，毫不手軟地剷
除「毒瘤」、「惡瘡」，清理「禍根」、「禍
源」，還香港一個風清氣正的晴空。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提名期日前結束。在
新的選舉制度下，選委會將發揮更關鍵的功能角色，為全
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優化香港管治體制邁出重要
第一步。較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研討會上，就香港管治者提
出「五個善於」的標準要求，也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四
個期盼」。夏主任的講話，為香港實現良政善治提供清晰
的目標路徑，也反映中央對香港發展充滿期盼。面對新形
勢帶來的新挑戰，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要積極開放思
維，對一些阻礙發展的過時條文制度「拆牆鬆綁」，因應
經濟、社會、民生的實際情況和實際需要，重新檢討相關
政策和程序，為香港解決經濟民生深層次問題尋找出路，
以更大承擔促進香港發展有更大作為。

夏主任講話帶出的另一個重要信息，是肯定香港國安法
帶來的成效，是香港由亂轉治的關鍵點。自香港國安法實
施以來，不少鼓吹「自決」、「港獨」的組織紛紛宣布解
散、終止在香港活動，不僅讓香港社會重回正軌，也為香
港工商界帶來穩定安寧的營商環境。

香港國安法出台實施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絲毫無損，相反增強了海內外工商界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

心。去年至今，香港的新股集資金額超過
5,000億港元，對比之前12個月增加超過5
成；香港的資金淨流入持續增加，總額超過
500億美元。這些數字正好引證在香港國安法保駕護航
下，香港金融市場生氣勃勃，香港國際金融、商貿樞紐角
色對外資仍具相當吸引力。

事實證明，用好用足香港國安法，依法懲處危害國家安
全、破壞香港法治秩序的違法行為，能加快香港撥亂反正
的步伐；完善選舉制度，最根本目的是為了落實「愛國者
治港」、為市民謀福祉。選委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
均會嚴格按照「愛國者治港」原則，選出有能力、負責任
的堅定愛國治港人才，能為促進香港繁榮穩定肩負重任。

香港中華總商會將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配合特區政府做好三場選舉工作，重建香港和諧穩定
的社會環境，工商界和社會各界可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推動本港經濟多元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推動
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抓住新形勢下的發展新機
遇，有利於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攜手合作，解決土地房屋
與青年發展等問題，實現夏寶龍主任提出的「四個期
盼」。

落實「愛國者治港」實現良政善治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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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豪 青研香港召集人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

近日，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專
欄作家馬克‧卡茨列舉了五個美國
霸權已經走到盡頭的跡象，其中第
一個跡象就是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的大規模和長期軍事行動中並未
佔據上風。從現在來看，美國不僅
沒有佔據上風，簡直就是慘敗、潰
敗，美軍不得不灰溜溜地逃出了阿
富汗。美國在20年前以反恐為名發
動了阿富汗戰爭，但20年過去了，
阿富汗局勢如何了？美國在阿富汗
反恐戰爭花費了1萬億美元，但結
果卻是越反越恐。

自從特朗普在任內與塔利班談成
了和平協議，拜登的阿富汗政策就
一直被特朗普牽着鼻子走，以至於
一錯再錯，讓美國在國際社會徹底
丟人現眼：一是拜登在近期的演講
中，信誓旦旦指美軍訓練出來的30
萬阿富汗政府軍戰鬥力很強，絕不
會讓塔利班得逞，結果阿富汗政府
軍一擊即潰，毫無戰鬥力可言；二
是美國情報部門在本月初，還認為
塔利班奪取喀布爾至少需要90天，
甚至連美軍參聯會主席米利都認為
阿富汗政府軍能撐到年底，但結果
只有半個月的時間就敗局已定，這
一切誤判都嚴重誤導了拜登的判斷
和決策。事已至此，布林肯還在為
拜登找回面子，認為這次喀布爾潰
敗不同於西貢潰敗，塔利班不敢對
美軍動手。

不得不說，這種結果讓拜登腹背
受敵。一是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指
責，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毫無責
任和擔當，就連英國國防大臣也大
加指責美軍貿然撤軍導致一敗塗
地；二是美國國內一片指責之聲，

特朗普狠批拜登不設條件的撤軍，
不按照時間表的撤軍，導致這次撤
軍成為美軍最大敗筆，令阿富汗政
權淪喪，並呼籲拜登要下台謝罪。
不僅如此，共和黨火力全開，美國
媒體火力全開，拜登政府和民主黨
徹底輸掉這次看似正義的撤軍行
動。

雖然塔利班奪權容易，但要想
掌好權還需要下足功夫，並盡最
大可能回應國際社會的普遍關
注。首先就是要建立包容性的政
府。儘管塔利班是奪權，但也需
要將前朝官員妥善安置並建立多
元化的聯合政府，這一點是能否
取得國際社會信任的關鍵一點。
其次是建立世俗化還是嚴苛的政
教合一政權，也是擺在塔利班面
前的一條難題，如何對待女性和
兒童的教育和就業問題一直是阿
富汗國內社會揮之不去的陰霾，儘
管塔利班新聞發言人指出會改革，
但關鍵還在言行一致，符合國際社
會的普遍預期。三是如何與恐怖分
子劃清界限，並不允許在阿富汗境
內危及周邊國家安全，這也是塔利
班必須兌現的承諾，不僅是不允許
基地組織反對美國，也不允許「三
股勢力」危害中國等國家安全。四
是如何善待曾經為美軍和北約部隊
服務過的阿富汗人，也將考驗塔利
班的執政水平，一旦塔利班嚴厲處
罰這些人，勢必會招致國際社會的
反對和孤立。五是能否放棄種植毒
品和製販毒的經濟發展模式，更是
塔利班實現國家經濟轉型的重要考
量，否則會成為周邊國家的毒品亂
源而被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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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忠平 鳳凰衛視評論員

!

1� 上周，立陶宛這個歐洲的彈丸小國突

然跳上了反華前線，稱今年秋季要在台
灣設立辦事處，更在其新聞稿中以「國

家」來稱呼台灣，這明顯是在挑戰我國的外交底線。但為
何這個人口只有不到300萬的小國居然敢蓄意挑戰我們的
底線呢？難道立陶宛在台灣地區有什麼重大經濟利益？雖
然從歷史來看，這個波羅的海小國在前蘇聯時代是經濟發
展水平和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地區，但是基本上沒有台商在
當地投資，而且與中國的相關項目投資在東歐國家中也是
排名靠後的，在2020年只有不到1億美元。那麼這個跟
中國可以說關係不強的國家為何會成為反華的排頭兵呢？
這背後涉及的地緣政治問題值得我們深究。

立陶宛這個國家在歷史上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沒有什麼存
在感，位處於西歐、北歐與俄羅斯之間的波羅的海出海
口，但在宗教、文化上卻長期與德國、波蘭等西方國家比
較緊密，縱使二戰中被蘇聯吞併，但因為在其失敗的民族
和經濟政策調整下，令更多人對於生活產生不滿，終於等
到戈爾巴喬夫的「民主化改革」，成為最早脫離蘇聯獨立

的國家。獨立後，立陶宛的民族共同思想，
就是建立在反抗俄羅斯的意識形態上。像立
陶宛這樣的小國在大國之間求存，上策是如
瑞士般的中立，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都沒有受到
波及；下策就要找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樹。明顯可見，立陶
宛選擇下策，更甚的是希望背後那棵大樹更好地與他們
「站在一起」。

當然，立陶宛事件從其國家歷史發展來看，有其國家
利益，但其實更多的是因為美國等西方政客早在去年6
月所成立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PAC），當中
拉攏了接近200位來自不同西方國家的反華政客，今次
事件可以看出美國背後控制的力量已經向歐洲滲透，體
現出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國際圍堵。今次立
陶宛事件放在中美博弈的「持久戰」中只是一次普通不
過的小風波，我們還是要切切實實地爭取東盟、中亞甚
至歐洲更多的國家的支持，畢竟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
家利益，只有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贏」的理念才
能贏得人心！

彈丸小國站上反華前線是下策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提名期於上周四
結束。自從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後，社會逐步重回正軌，特區政府有序

履行各項程序。新選制下，選委會由四大界別，增加至五
大界別。一些過去默默耕耘的組織，今次可以晉身選委
會，讓更多元的聲音和意見可以藉選舉活動提出。

例證之一，要數第四界別的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
各團體和它們的提名代表，多年來在內地支援港人，
不遺餘力，受惠的內地港人遍及全國多地。他們的服
務地點有深圳、廣州、惠州、上海和北京等港人熱門
居住或工作城市，亦有四川、遼寧、武漢等距港較遠省
市。由於他們的服務地點不在香港，容易被本地媒體忽
略，過去的曝光率比較低。其實內地港人團體，每個都
是百分百由港人參與。香港與內地現今聯繫緊密，內地
港人早應該佔有一個重要席位。他們的眼界、灼見、閱
歷，絕對可以為香港未來作出貢獻。鑑於本地媒體少有
報道他們的消息，公眾不易了解這些團體的能力和魄
力，套用股市投資術語，是被市場低估的 「超值潛質

股」。
經過選委會選舉，多個內地港人團體將更為人熟悉，工

作將更繁重。眼前疫情致兩地「封關」，衍生種種民生問
題，例如兩地藥物送遞、初生嬰兒照顧等等。同時，因應
大灣區迅速發展，港人在大灣區事務愈來愈多，例如不少
港人欲回大灣區置業，但區內大城市就港人限購物業的政
策各異，就算在同一城市，有些樓宇限購，有些卻不限
購，港人不諳各城市置業知識，更不會盲目依賴內地良莠
不齊的中介，所以乾脆放棄買入內地物業，窒礙了到大灣
區發展的打算。內地港人團體可以補此短板，提供一個準
確的資訊平台，欲回大灣區打拚的港人必然擊節讚賞。還
有，港人與內地經貿愈頻繁，法律訴訟愈多，涉及的金額
動輒上千萬元，在漫長的法律程序中，他們需要取得內地
港人團體適切的幫助。

內地港人團體服務跨階層，由學生到創業家，由個人到
組織，未來更大有發揮空間。新選制下的選委會，廣泛性
和代表性確實有非常適合的調整，爭取到市民的支持和重
視，是成功的開端，為香港開創新局締造良好基礎。

新選委會組成更具認受性
吳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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