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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選舉亂象悖離「一國兩制」初心
專家批非法「初選」毀制度公平 威脅國安損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香港警方不久前採取行動，拘捕了2020年策動所謂「初選」的相關人

員，受到各界關注。有關專家接受該社記者採訪指出，所謂「初選」實屬非法，嚴重干擾和破壞香港選舉制

度及其公平公正，悖離「一國兩制」初心使命，威脅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專家認為，作為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香港選舉必須在「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軌道上依法進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
說，在激進的社會運動和外部勢力共

同作用下，香港多場選舉充斥極端化主
張、暴力以及顛覆性政治意圖。反中亂港
分子試圖以選舉為工具奪取特區管治權，
追求「完全自治」，進行「顏色革命」。
而香港原有的選舉法制未能有效防範和應
對這些風險，存在着憲制秩序可能遭受顛
覆的漏洞。這就要求中央和特區政府及時
承擔起檢討選舉法制、彌補制度漏洞、保
障選舉公平有序開展、推動香港民主政治
合法運轉的憲制性責任。
田飛龍指出，正是因為選舉過程被滲透

和污染，通過選舉產生的部分議員未能充
分理解和效忠基本法，導致在特區立法會
和區議會運作中，不斷出現以惡意「拉

布」和「攬炒」式對抗為主要表現形式的
行為，背離議員誓詞和法律要求。這些行
為嚴重損害「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和立
法會憲制功能的正常發揮，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與法治的權威性。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

曉兵指出，反中亂港分子非法操縱各層次
選舉活動，以合法身份進入體制內，全方
位爭奪香港管治權。區議會、立法會議員
和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甚至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都是他們覬覦的目標。如果
讓他們得逞，「顏色革命」就會成功，特
區憲制秩序就會被顛覆，這將嚴重損害國
家安全，對香港繁榮穩定形成毀滅性衝
擊。

外力長期插手港選舉事務

專家還談到美西方反華勢力長期插手香港
選舉事務。田飛龍指出，從美西方勢力對香
港的戰略定位和長期滲透行為看，他們高度
重視香港的選舉工程，重點扶植有競爭力的
代理人與政治團體，不斷推動香港社會運動
向激進化和「顏色革命」方向演變，對我國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的損害日益擴大。
專家認為，針對香港一段時間以來日益

突出的選舉亂象，必須採取有力有效舉措
予以整治。田飛龍表示，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實行基本法保障的高度自治，選舉
是產生高度自治權力機關的主要方式。從
制度上保障香港各層次選舉以符合基本法
及和平有序的方式進行，是「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重要支撐點之一。選舉的公正
與安全，直接決定了香港民主的質量與合

法性，也決定了「一國兩制」的影響力與
創造性。
李曉兵說，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類選

舉安全，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方面
和必然要求，也是香港市民有效行使民主

權利的前提和保障。香港選舉必須在「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軌道上依法進行，維
護國家安全不僅要有力懲治違法犯罪行
為，還要有效堵塞制度漏洞，讓反中亂港
分子和外部勢力無機可乘。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
發表網誌指出，法治和司
法獨立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和賴以成功的基石，也是
香港社會珍而重之的核心

價值。自特區成立以來，基本法一直為香港
的法律制度、司法獨立和法治提供了憲制性
的保障，全港市民必須共同維護。他並相信
司法機構會繼續自行推動改革，與時並進。
張建宗表示，上周一他出席新任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張舉能的宣誓就職儀式及2021年
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祝賀張舉能履新。張建
宗指出，張舉能經驗豐富，一直備受各界認
同，深信他會全力維護法治及司法獨立。在
他的領導下，法官及司法人員會繼續擁護基
本法，盡忠職守，以無懼、無偏、無欺之精
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而司法機構亦會
繼續自行推動改革，與時並進。

港法治指數排名超美國

張建宗強調，特區政府對法治和獨立的司
法制度充滿信心。回歸以來，香港在法治的
國際排名一直位居前列。雖然2019年發生
了一連串嚴重暴力事件，但香港的法治基礎
仍然穩固，並於多個指標反映，例如「世界
正義工程」最新公布的《2020 年法治指
數》，香港繼續在東亞及太平洋地區位列第
五，並在世界排名十六（排名比美國高），
清晰肯定香港對維護法治的堅持。此外，在
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發表的《全球競爭力
報告》，香港的司法獨立排名維持在全球第
八位，在亞洲地區排名第二，「這足證香港
的法治和司法獨立備受國際稱譽。」
張建宗重申，香港高質素及獨立的司法制

度彌足珍貴，特區政府會竭盡所能，繼續堅
定不移地捍衛司法獨立，維護及尊重法治精
神，並擔當基本法的維護者和法治的捍衛
者。
張建宗又指，任何干涉法院行使獨立審判

權的行為或言論都不能接受。公眾對法院裁

決有不同意見在所難免，但市民行使評論法
院裁決的權利時，必須審慎及負責任地行使
這些權利，也不應以任何方式向法官或法院
施壓，甚或作出人身攻擊，以免影響本地和
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獨立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張建宗：信司法機構續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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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鄭 治
祖）特區政
府日前向各
政策局及部
門發出通
告，公布為
去年 7月 1
日之前受聘
的公務員訂
立宣誓或簽
署聲明的要
求。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公務
員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的重要組
成部分，絕對有責任擁護基本法
和落實「一國兩制」。他重申，
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不單是短
短誓詞或一紙文書。
張建宗表示，擁護基本法、效
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和對香港
特區政府負責，是基本法和《公
務員守則》下公務員的一貫責
任，也是政府和社會對他們一貫
的期望和要求，所有公務員均須
明確知悉並接納這些基本責任。
張建宗指出，公務員宣誓或簽

署聲明，是對其須背負的責任和
期望的公開確認和真切體現，並
且讓他們更明確地意識到其公職
身份所帶來的責任、承擔和要
求，有助進一步保護、鞏固和推
廣公務員隊伍應恪守的核心價
值，並確保特區政府能有效管
治。

所有在去年7月1日前受聘的
現職公務員，須在部門發出有關
信函的4星期內簽妥及交回聲
明。受聘擔任高級職位，如部門
首長的公務員並須宣誓。他續
說，公務員宣誓或簽署聲明不單
是短短誓詞或一紙文書，實則具
有重大標誌意義。「這集體展示
了公務員隊伍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香港特區的忠誠和承擔，有效加
強公務員在這方面的意識，進一
步明確了責任和要求，並具體地
彰顯出來。」
張建宗指出，香港面對的困難和

挑戰史無前例，呼籲公務員同事繼
續努力，堅守崗位，盡心竭力服務
社會，幫助香港走出困局。
據悉，特區政府已為2020年7
月1日或之後入職的公務員引入宣
誓或簽署聲明的安排，並作為聘用
條件的一部分。至今共有超過4,000
名自2020年7月1日起加入特區政
府的公務員簽署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不少攬炒派分子被捕，外國反華
勢力紛紛為有關人等開腔，干預香港司法。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發表網誌指，留意到

本港，以至海外社會不時有個別人等對法庭正
在審理的案件發表不當的言論，例如有政客無
理地要求特區政府對被告撤銷控罪，甚至立即
釋放等。她強調，社會上所有人都應遵從「迴

避待決案件」的法律原則，不應肆意發表評論。
鄭若驊指出，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備受重視

和國際推崇。香港的案例不時在海外的法學研
究和討論中獲引用，一再說明國際法律界信任
香港健全和高質素的司法制度，「但近來我們
的司法制度卻因為政治理由而成為攻擊目標。」
她表示，留意到無理要求撤控，或者針對
履行檢控工作人員作出不合理抨擊的情況似

乎愈來愈多。她強調，對於司法程序尚在進
行的案件，社會上所有人均不應肆意發表評
論，應該待法庭作出裁決後，先閱讀判詞，
才進行客觀和理性的討論，「這樣就可以消
除大家對法庭裁決的一些不必要誤解。」
去年10月，鄭若驊已向法庭申請禁制

令，禁止針對司法人員及其家人的起底活
動。她強調，任何違反禁制令的人有機會
被視為藐視法庭，相關行為亦有確實風險
會對司法工作的妥善執行構成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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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若驊：未裁決案件不應肆意評論

●公務員絕對有責任擁護基本法和落實「一國兩制」。
圖為政府公務員宣誓儀式。 資料圖片

●去年8月有團體抗議非法「初選」活動。 資料圖片

●●張建宗指張建宗指，，
法治和司法獨法治和司法獨
立是香港的核立是香港的核
心價值和賴以心價值和賴以
成功的基石成功的基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借修例風波而成立的「新公務員工
會」日前宣布解散。「新公務員工會」
以反政府為目的，多次組織實施對抗政
府、支持違法暴力的行動，肆意攻擊政
府，所作所為嚴重違反公務員守則。面
對新的管治情勢，工會搞手企圖通過解
散工會，將以往罪責一筆勾銷，更妄圖
通過假意宣誓，繼續享受公務員的優薪
厚祿，天底下還有這樣的便宜事？公務
員隊伍中的害群之馬必須清除出局，決
不能允許假借宣誓蒙混過關；特區政府
要依法依規加強公務員管理，確保公務
員盡忠職守、真心服務香港和市民。

公務員事務局近日發出通告，為
2020年7月1日前受聘的公務員訂立宣
誓或簽署聲明的要求，若在4星期內無
交回已簽妥的聲明或宣誓，局方會考慮
終止有關公務員的聘用。面對政府嚴格
執行公務員基本標準，「新公務員工
會」匆匆宣布解散，根本是意料中事。

「新公務員工會」由學運搞手顏武周
等拉雜成軍，目的是為修例風波推波助
瀾、謀取政治私利。在修例風波期間，
工會多次策動政治集會、煽動罷工、鼓
吹「五大訴求」，在政府內部煽動反政
府力量，參與攬炒派組織的黑暴遊行；
去年6月14日更舉行「罷工公投」，反
對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和實施。該工會所
為是典型的「吃香港飯砸香港鍋」，違
反公務員應有的操守，更嚴重違反公務
員守則，這樣的公務員，為世界各地政

府所不容。
美國國會暴亂事件後，有兩名國會警

察被停職、17 名警察正接受調查。被
停職的國會警察中，有一人只是戴着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帽子，為示威者
引路。紐約市長白思豪更斬釘截鐵表
明，若有任何紐約市的公務員被證明攻
擊美國政府，包括參與1月6日的美國
國會騷亂，他們將會被解僱。參照美國
政府的標準，「新公務員工會」的成員
還有資格成為香港的公僕？

顏武周等人此時解散工會，根本是迫
於形勢。他們將工會解散，目的是要抹
去反政府的劣跡，然後假惺惺宣誓效
忠，令政府不再追究他們的惡行，好讓
他們保住高薪厚職。但是，「新公務員
工會」反政府、亂香港的劣跡有目共
睹，鐵證如山，不是解散了工會，惡行
就能一筆勾銷、既往不咎的。

根據《公務員守則》、《公務人員
（管理）命令》和《公務人員（紀律）
規例》等處分機制規定，公務員若作出
不當行為，包括不遵守政府規例或訓
令，行為使政府聲譽受損等，均會遭受
紀律處分，最嚴重者可被革職。如今要
求公務員簽署聲明或宣誓，更是確立
「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
政治規矩和原則底線，政府必須對反政
府公務員追究到底，確保公務員隊伍忠
誠可靠，真正成為維護「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忠實隊伍。

少數公僕反政府罪責豈能一筆勾銷
本港疫情反覆，昨日新增55宗確診，本地感染

佔51宗，其中16宗無源頭；佐敦集中爆發區再多
9宗確診，累計約99宗。而令人擔憂的是，初步確
診激增逾 80 宗，是去年 12 月 21 日冬至以來（85
宗）新高。本港抗疫仍停留在見招拆招、見步行
步的狀態，某程度上折射了治理思維的不足。從
內地成功經驗可見，抗疫必須以「應該怎麼做」
作為目標導向，再檢視能力，然後盡一切辦法提
升能力克服困難，這才是正確的控疫思維。若繼
續以「能不能做到」為前提來制定抗疫策略，不
敢打破常規採取更嚴格的控疫措施，本港疫情不
僅難以斷尾，只怕有失控之虞。疫情挑戰嚴峻，
政府需當機立斷，變不可能為可能。

目前佐敦疫區的疫情走勢備受關注，儘管政府
要求區內大廈只要有一人確診，就要全部住戶強
制檢測，但有關強檢令的效果未如理想。首先，
有疫廈的住戶不知道所住大廈有人確診，需要由
街坊自發通知去做檢測，住戶抱怨，政府通知太
慢，防疫安排做得太少，大廈內有很多長者、外
籍人士未必收到強檢的資訊；其次，強檢令沒有
「封區」配合，仍允許潛在感染者「四圍走」，
防疫形同虛設。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亦指出，小
區檢測決定是模仿內地模式，但內地會配合居家
令，香港則無，即未來幾日檢測期間，小區居民
仍能自由走動傳播病毒，做法非最理想，但相信
政府因考慮市民反對而無實施居家令。

佐敦疫區情況複雜，舊樓林立、衞生環境惡
劣，基層、少數族裔、長者聚集，而且出現本港
首次劏房疫情爆發，單靠強制檢測已不足以控制
疫情，只有採取封區、禁足配合全體強制檢測，
才有望在短時間內找出更多確診者，防範疫情向

外擴散，避免全港各區「淪陷」。
本港抗疫持續近一年，至今還未形成一整套行

之有效的抗疫模式和機制，既不能全面準確掌握
需要接受強檢的市民名單，亦不能對確診者的緊
密接觸者進行有效追蹤；而且因為仍顧慮市民反
對，沒有妥善辦法提供相應生活服務等原因，對
落實禁足令猶豫觀望。正因為這些對現有能力不
足、擔心市民接受程度的顧慮，導致本港抗疫措
施「唔湯唔水」，疫情一波接一波，市民健康安
全面臨更大威脅，經濟民生恢復正常遙遙無期，
社會的怨氣難免日益上升。

內地少數城市近期出現疫情反彈，但各地立即啟
動應急措施，迅速進行全民強檢、封閉高危社區，
很快就實現動態「清零」；英國近日疫情再度告
急，曾經被形容「佛系抗疫」的英國政府，正研究
用人臉識別技術、全球定位系統追蹤隔離人士情
況。這些防疫措施絕對值得特區政府認真借鏡。

不可否認，本港人口稠密、城市空間狹窄，市民
較重視個人自由和私隱，加上大社會小政府的常態
帶來服務能力的限制，這些客觀因素增加了實施高強
度抗疫措施的困難，但這更加考驗政府的應變應急思
維和能力。困難永遠是相對的，只要有決心，辦法總
比困難多。現在的關鍵，是政府要堅定以盡快「動態
清零」為抗疫目標，以此作為壓倒性的當務之急，圍
繞此目標和要求制訂、落實系統的抗疫措施，調動一
切力量和資源，逐一解決必要抗疫措施的困難。政府
有16萬公務員，組織人手進行疫情爆發地區人口調
查「摸底」，派出專業人士和社工通知、監督目標
對象接受強檢，增派紀律部隊維持社區出入、加強
追蹤等等，只要加強應急處置和統籌，這些都是政
府力所能及的工作，困難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抗疫須以目標為本 辦法總會多過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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