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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任後展開的立法會年度至今已
有一個多月，攬炒派議員仍選擇漠
視民生疾苦，無底線拉布肆意阻礙
議會運作，更在不同場合聲援「港
獨」分子，危害國家安全。他們違
背從政者的基本政治倫理，所作所
為更不是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被褫奪
其議員資格。
受黑暴和新冠病毒的雙重打擊，

本港經濟低迷，百業蕭條，市民生
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惟攬炒派以政
治凌駕於社會公眾的利益，拖慢港
府施政，攬炒香港，已引起社會不
滿。據最新民意調查顯示，近七成
市民不滿留任的攬炒派議員在立法
會惡意拉布，逾六成認為被DQ參
選資格的立法會議員無資格續任，
攬炒派仍要忽視民意，不搞亂香港
誓不罷休嗎？

聲援「港獨」危害國安
延任以來，攬炒派議員一直瘋狂

抹黑香港國安法，乞求外部勢力介
入干預，又不斷煽動「港獨」和
「暴力抗爭」，藉機聲援「港獨」
勢力。他們仍稱涉嫌干犯香港國安
法，以及暴動、縱火、藏有爆炸品
及槍械等嚴重刑事罪行的人為「手
足」，絞盡腦汁用不同方法包庇涉
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的「港獨」分
子，更瘋狂抹黑港府與警隊。他們
借議會平台炒作「12逃犯」事件，
顛倒是非，製造事端。前「學生動
源」召集人鍾翰林等「港獨」分子
涉觸犯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被捕，
攬炒派19名立法會議員隨即發表聲

明，聲稱被捕的年輕
人「不可能有任何能
力分裂國家」，是
「以言入罪」，更抹
黑特區政府是以香港
國安法這一「極刑」
來殺雞儆猴、意圖「製造白色恐
怖」，令香港「淪落為第三世界專
制落後地區」。

瘋狂拉布與民為敵
攬炒派若仍有一點良知，在社會經

濟百廢待興之時，就應以公眾利益為
重，他們卻罔顧受疫情影響的基層、
掙扎求存的打工仔和中小企業，無差
別地拖延所有議程及撥款申請，無底
線拉布，甚至像小學雞般干擾會議運
作，令議會數度流會，大量議案被拖
延，損害港人福祉和本港的整體利
益。攬炒派無底線拉布與民為敵，市
民怒斥其死性不改。多個民間團體及
許多市民先後到立法會大樓外表達訴
求，高叫「拉布兼攬炒、議會無寧
日」、「制止議會拉布重回正軌」等口
號，狠斥攬炒派在香港經濟低迷、失業
率高企的艱難時刻，仍不收手，反而將
拉布升級，棄市民利益於不顧。
攬炒派議員惡意癱瘓議會的行

徑，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
二條第三款「顛覆國家政權罪」，
即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央及特
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最高可
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
刑，理應被褫奪議員資格。警方國
安處應馬上跟進並予以執法，港府
亦須用法律手段制止攬炒派的攬炒
行徑，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
治理香港。

按愛國者標準DQ攬炒議員解香港最大威脅
堅持愛國者治港，不僅特區政府官員要堅持這個標準，立

法會作為特區管治架構的一環，也得堅持這個標準。然而，

攬炒派議員沒有珍惜中央延任全體立法會議員的良苦用心，

不僅毫不反省亂港所為，反而變本加厲瘋狂拉布，行違反基

本法、損害香港利益之實，完全違背議員誓言。中央和特區

政府的包容是有原則底線的，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衝擊底

線，最後結果只能是被 DQ。香港當前最大風險是攬炒派議

員發動的議會攬炒。只有按照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標準，清除

不符合愛國者標準的攬炒派議員，淨化立法會生態，才能解

除香港當前及未來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威脅。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立法會文件顯示，特區政府於本立法年度擬提交
20項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但受到攬炒派拉布拖
累，這些事關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的法案能否趕及
會期內完成審議，市民憂心忡忡。

民意強烈要求DQ攬炒派議員
留任的攬炒派議員自立法會復會以來，重施故伎

瘋狂拉布，對香港經濟民生的危害彰彰明甚，市民
看得一清二楚。自上月16日起復會的立法會大會會
議，已連續三星期流會。雖然議程上只有4項法
案，涉及的都是技術性修訂，沒有太大爭議，以往
一個大會已可完成審議，但現在即使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多次劃線限時審議，仍然花費四個星期才能完
成。會議幾乎有一半時間是在點人數下虛度。連同
早前以搶選票、亂放票等手法干擾立法會多個小組
委員會的選舉程序，以及以發言離題、到主席台前
叫囂等手段拉布，已經嚴重擾亂立法會會議秩序，
大量經濟民生法案議案又再被拖延。紫荊研究院最
近的民調顯示，超過六成市民不滿留任攬炒派議

員的表現，超過六成市民不支持被取消參選資格的
攬炒派議員留任，充分說明民意強烈要求DQ攬炒
派議員，不願立法會繼續重演拉布拖累香港發展的
鬧劇。
針對攬炒派議員所作所為，社會再次討論「愛國

者治港」的問題，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關於
「愛國者」的標準，鄧小平當年講得很清楚，就是
「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
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從提出
「一國兩制」構想到付諸實踐，「港人治港」一直
有明確的界限和標準，就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
來治理香港。《「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踐》白皮書一再闡明了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
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也是基本的政治要求。攬炒
派議員的所作所為違反「愛國者治港」的標準和原
則。

攬炒派議員一意孤行只能DQ
回歸至今23年來，立法會亂象愈演愈烈，攬炒派

亂港的政治企圖越來越不加掩飾。攬炒派宣稱要全
面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公然反對香港
國安法，衝擊香港的國家安全；疫情期間阻撓表決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郭榮鏗把持選舉內會主
席拖延長達半年；公然為「黑暴」撐腰掩護，公開
鼓吹「港獨」「自決」；與外部勢力裏應外合推動
分離主義和亂港行動，等等。
基本法第104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
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
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104條的釋法規定進一步明
確：宣誓效忠的對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
港特別行政區」。攬炒派議員沒有珍惜中央延任
全體立法會議員的良苦用心，拒絕摒棄對抗心
態，不僅毫不反省亂港所為，不按照基本法的要
求履行職責，反而變本加厲，繼續在立法會內以
議員身份，行違反基本法、損害香港利益之實，

完全違背議員誓言。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包容是有
原則底線的，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衝擊底線，
最後結果只能是被 DQ。

按照愛國者標準淨化立法會生態
五中全會有關「十四五」規劃的建議，提出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主要目標和重要方略，強調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落實
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和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香港作
為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必須按照建議指引，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為香
港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環境。香港當前最大風險是攬
炒派議員發動議會攬炒，推動立法會早日重回正
軌，遏制議會攬炒，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的必要之舉。只有按照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標準，清
除不符合愛國者標準的攬炒派議員，淨化立法會生
態，才能解除香港當前及未來發展所面臨的最大威
脅。

反對派議員多次「製造」民調來達到延
任的目的，整個反對派陣營可謂「裏外不
是人」。他們一早把話說得太滿，指稱延
任議會是「非法」的，令很多他們的支持
者相信這一套，後來卻「為五斗米折
腰」，反過來向他們的支持者「解說」為
何延任，而所提供的理由極為牽強，甚至
「抽水」聲稱要留在議會幫助棄保潛逃的
「十二瞞逃」。當議席和薪津「袋袋平
安」後，一班反對派的所謂「幫助」，不
外乎在議會上高聲喊幾句「釋放十二港
人」、包圍一下保安局局長，然後……就
沒有然後了。
無論反對派議員延任也好、不延任也

好，在目前的新形勢下，搞抗爭注定沒有
出路。立法會踏入新一個年度已一個月，
反對派重施故伎拉布。就以選舉委員會主
席為例，反對派不斷提名不同的議員，又
發表諸多所謂規程問題，窒礙會議正常進
行，這些行為毫無意義。
立法會議員的工作不是惡意玩弄會議程

序，而是議事論事。不論是任何黨派或政
治立場的議員，只要發表意見的出發點是
改善施政，多花一點時間辯論和質詢絕對
歡迎；反之，如果出發點純粹是為阻撓施
政，浪費會議時間、搗亂議會，根本不是
履行議員的工作，應該要有適當的機制處

理、禁止有關行為。

搗亂議會是議員瀆職
在拉布行為中，最常被濫用的就是點算

法定人數。每一個會議，開會時都必須有
足夠的法定人數，即該會的半數議員或委
員在席。但於會議進行時，議員可以按個
人的需要進出會議室，當有議員提出點算
法定人數時，才會召回議員。

議會有兩套規矩，一套是成文的，一套
是不成文的。由於立法會的開會時間很
長，中間不設休息時間，例如，星期三的
大會由早上11時至晚上8時，議員間中離
開會議廳在所難免。過去的不成文規矩，
是如非必要，絕不會於會議進行期間點算
法定人數。可是，反對派破壞此傳統，濫
用打鐘點人數，作為拉布手段，不斷炮製
流會，嚴重影響議會正常運作。由於被濫
用，點算法定人數的程序失去了原有的意
義。
10月復會後，反對派拉布有多嚴重？

10月打鐘75次，單是11月4日和5日，
兩天之內就打鐘18次。這些打鐘召回議
員的「乾等」時間，加起來近18小時，
即相當於兩天的會議時間。須知立法會大
會每星期只開會兩天，其餘工作天都是開
委員會，浪費兩天的會議時間，相當於浪

費一個星期。
立法會要處理的議程項

目相當多，香港實在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在疫情的煎熬下，民生已經大受打擊，立
法會應該回歸務實，多為民生，少搞政
治。

須依法制止「攬炒」
任何規矩被破壞，都要撥亂反正。如同去

年反修例黑暴嚴重衝擊香港法治，必須以香
港國安法作為「定海神針」，恢復法治穩
定。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曾表示，（國安
法）那是反對派逼出來的。這是事實。

筆者過去曾經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就是為了應對反對派三番四次炮製流會。
當時其中一個主要修改，就是萬一流會，
立法會主席有權決定是否於同一天內再次
召開會議。未修改前，假如因為法定人數
不足而流會，必須等到下一個星期三才可
以再開會。這種舊方式已不適合複雜多變
的新時代，故當時作出修改，把流會所造
成的損失減到最少。
墨子說：「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

成。」最好當然是沒有破壞，退而求其
次，就是破壞後有辦法修復。雖然香港和
立法會不幸被反對派「攬炒」破壞，但只
要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必定能夠復元。

瘋狂拉布「攬炒」香港終有報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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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寒冬臨近，全世
界迎來第二波新冠

疫情「大考」。這次疫情蔓延速度
更快，歐美等西方所謂民主國家全
線告急，紛紛啟動最高警戒。法國
總統上周發表電視講話，決定由10
月30日開始啟動全國封鎖措施，至
少持續至12月。同一天，德國總理
默克爾也宣布限制個人出遊，力度
已達年初第一波疫情時的強度，德
國媒體稱為「事實上的封國」。隨
後一天，英國也宣布英格蘭地區
「封鎖」。
在以崇尚自由著稱的歐洲，「封國

令」對經濟的損害毋庸置疑，但三個
最大經濟體不約而同採取最嚴厲的
措施，可見歐洲疫情的嚴重性。
2020年2月，中國內地爆發疫情，

累積感染近8萬人，此時全球其他國
家的感染人數只是雙位數字；如今，
內地累積感染人數輕微增至9萬人，
但全球其他國家的感染人數已超過
5,000萬人。2月份時，面對未知病
毒的中國內地，僅用了半個月的時間
就下令各地「封城」，並舉全國之力
共同抗疫，花了約兩個月時間把疫情
控制住，其後經濟迅速恢復。

反觀西方，中國成功抗疫模式擺
在眼前，都依然不學，或者根本學
不來。因為西方擔心封城傷害經

濟，不願意大規模封
城，導致疫情惡性循
環。美國特朗普政府
更以政治凌駕於醫學
專業，「吹哨人」生
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
發局局長布賴特，因為不斷呼籲實行
封城，不肯推廣用抗瘧疾藥物來治療
新冠肺炎，結果被特朗普政府撤換。
事實證明，中國果斷封城，徹底

把感染個案清零，全國能在短時間
內恢復正常生活。西方在疫情中痛苦
捱了大半年，現在又要封國。筆者想
起今年二月時，德國《明鏡周刊》一
篇文章表示：「中國想要消滅這次的
新冠病毒，需要的藥方不是西醫疫苗
或者中醫草藥，而是自由和民主。」
現在看來，這無異於2001年章家敦
所提出的「中國崩潰論」。
西方一直不變的，就是用二分法

來看中國，用「吃漢堡包的思維來
看吃滿漢全席」，難道全世界都必
須「吃漢堡包」才叫發展進步？西
方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夠包容「滿漢
全席」？疫情或許是一個契機，讓
中西治理進行直面客觀的比較。
筆者認為，無論是吃「漢堡

包」，還是「滿漢全席」，關鍵是
人們吃了高興、健康，就是適合當
地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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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步
？

穆家駿 中學教師 全國青聯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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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十四五」規劃建議繼續支持香
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高質量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並強調從憲制、從根本
上維護港澳地區的穩定。

「十四五」規劃建議強調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港治澳，維護
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落實中
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和特區社會大局穩定。
與此同時，還提出了增強港澳同胞國家

意識和愛國精神，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
力干預港澳事務。當前的「十四五」規劃
建議在着重帶領香港發展的同時，更加從
大局上、從國家安全上把握香港的根本利

益，顯示了中央政府主動承擔維護香港穩
定的重要守護者角色，香港各界應積極配
合，團結一心，為未來香港的繁榮穩定走
好關鍵的一步。

「十四五」規劃建議為未來香港長遠可
持續的發展打下堅實基石，同時也是香港
發展的指路明燈。未來香港的穩定與發
展，需做到以國家憲法、基本法，以及
「一國兩制」為根本，在推動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的過程中，積極肩負其作為國家一
分子的應有的責任。
「十四五」規劃建議對於香港提出的另

一個重點，是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
國精神。這並非只是青少年的責任，而是
每一位香港市民的責任。當前特區政府、
教育局應將其放上議程，通過各種渠道、

方式，對全社會進行全民
教育。這既包括了解國家
當前的現狀，同時包括認識國家歷史、國
情國策，同時還有加強文化、經濟、民間
等方面的互通有無。香港全體市民需要全
面加強對國家的認識，積極投入國家發展
大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之中，藉此獲得
更好發展、提升自身的經濟地位。在此基
礎上，香港仍需進一步落實國安法，這是
確保香港穩定大局的必要舉措。
「十四五」規劃建議確保香港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保持繁榮穩定，當前
港人要齊心協力，在香港發展事務中切
實維護國家安全，同時要積極主動了解
國家歷史、國情國策，為未來進一步投
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好充分準備。

加強愛國教育 打造穩定大局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美國總統投票已結束，拜登宣布勝選，
特朗普拒絕認輸，預告會全力發起訴訟。
共和黨正籌集款項，期望籌得至少6,000
萬美元資金，助特朗普應付司法戰。這一
局面凸顯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千瘡百孔和美
式民主的虛偽，即使是美國民眾也開始懷
疑他們所一貫奉行的民主制度是否已失去
「公平」的內涵。
根據劍橋大學的調查顯示，美國人近來

對民主的不滿自1995年逐漸上升，由
1995年的25%上升至今年的50%。美國
人對民主制度的不滿情況自2008年環球
金融危機後愈加明顯。這項調查是在美國

11月大選前進行，估計若在現時進行調
查，相信會有更多的美國民眾表露對美式
民主的失望。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學習綱要》指出，「我們的道路自信、理
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來源於實
踐、來源於人民、來源於真理」。哈佛大
學長期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國民對中央政
府的滿意程度高達93%，中國人的自信，
即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和文化
自信不斷提高。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有
效避免黨派紛爭，避免了內耗和紛爭，適
合中國國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

和政治協商制度有不可比
擬的優勢。
美國選舉這台大戲截至11月3日，民主

黨和共和黨花費近140億美元，爭取選民
支援本黨的候選人。今年的競選費用將是
2016年的兩倍，而且比2012年和2016
年競選開銷的總和還要多。燒錢比以往
多，經濟比以往差，疫情仍未受控，美國
普通民眾在選舉過後依然感到無力，現任
總統是否願意將政權和平移交仍是未知
數。民主制度彷彿成為了美國的枷鎖，美
國人對民主制度的懷疑日益加深，似乎美
式制度走向崩壞已成不能避免的現實。

美國人對美式民主盡失信心
季霆剛 浙江省政協特邀代表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