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智英前年竄美勾外力，獲時任美
國副總統彭斯等高層接見。

▲戴耀廷（左三）2014年帶頭搞非法
「佔中」 ，禍害香港社會。

【大公報訊】記者海芯葆報道：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上月22
日點名批評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三人，強
調要對三人的違法行徑依法給予嚴懲。事實
上，黎智英等三人禍港多年，可謂劣跡斑斑。

黎智英出錢撐非法「佔中」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多年來積極支持亂港

行動。黎智英的親信Mark Simon被指是前中
情局特工。《大公報》在2018年8月的報道
中，披露大量非法 「佔中」 搞手與Mark
Simon的往來電郵資料，顯示黎智英出錢出力
支持非法 「佔中」 。黎智英與多名攬炒派領袖
均有 「錢銀來往」 。非法 「佔中」 戶口由黎智
英大額 「注資」 ，再由Mark Simon 「出面」
將款項分發，讓攬炒派 「各司其職」 。

此外，黎智英頻繁勾結外國勢力，要求美
國制裁香港。2019年7月，正值黑暴期間，黎
智英在一周內分別與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前國
務卿蓬佩奧、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
爾頓、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賈德納、斯科特
等會面，接待規格之高令人咋舌。得意忘形的
黎智英，當時便毫不掩飾地發出 「為美國而
戰」 的狂妄論調，更希望美國議員能現身香港
「支持」 黑暴運動。

戴耀廷謀「攬炒」奪權
即使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黎智英仍然繼

續反中亂港。2020年10月1日，黎智英在網上
直播中聲稱，台灣若得到美國的 「幫助」 ，將
成為一個非常 「獨特的國家」 ，或可對中國構
成一定威脅，還稱民進黨當局應採取 「積極」
態度，跟隨美國政策。

至於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曾在
2014年發起違法 「佔中」 ，2016年和2019年
分別發起 「雷動計劃」 和 「風雲計劃」 企圖操
縱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2020年更提出 「攬
炒十步」 ，以 「一步扣一步」 的方式，勾畫攬
炒派的奪權路線圖。

去年4月，戴耀廷在《蘋果日報》以《真
攬炒十步這是香港宿命》為題撰文，揚言 「攬
炒必然會發生，成為香港宿命」 。他更 「推
算」 一共十步的 「攬炒路線圖」 ：首先第一步
在2020年7月至8月發生，政府將取消反對派
人士參加立法會選舉；第二步為透過策略投
票，反對派在9月立法會選舉成功取得35席或
以上；第三步為在2020年10月，政府以司法
程序取消議員資格；第四步為反對派否決所有
撥款申請，政府只能維持一般運作；第五步為
預算案被否決，特首解散立會，以臨時撥款方
式維持政府運作。最終就是西方國家對中共實
行政治及經濟制裁。

黃之鋒乞美干預港事務
另外，原 「香港眾志」 秘書長黃之鋒在

2014年擔任違法 「佔中」 搞手。2016年，他
與 「佔中」 另一搞手羅冠聰創立 「香港眾
志」 ，表明推動含 「港獨」 選項的 「自決」 主
張，嚴重違反基本法、破壞 「一國兩制」 。眾
志派人大肆參加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最終要
由中央出手撥亂反正。

2019年8月6日，黃之鋒和羅冠聰在金鐘
的高級酒店內，與美國駐港總領事館政治部主
管Julie Eadeh秘密會面。9月17日，黃之鋒
與何韻詩前往美國參加聽證會，乞求美國國會
盡快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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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盡快完善選舉制度 確保愛國者治港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多名代表委員指出，堅持 「愛國者治
港」 是關係到 「一國兩制」 事業興衰
成敗的重大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
糊。要確保香港特區的管制權牢牢掌
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必須盡快完善
選舉制度。

全國政協常委、粵港澳大灣區企
業家聯盟主席蔡冠深強調，香港作為
中國的特別行政區，管治權本來就必
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是基本的政

治倫理。堅持 「愛國者治港」 是關係
到 「一國兩制」 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
原則問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取消區議員選委名額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林健鋒表示， 「愛國者治港」 是理所
當然的事，也是包括政府官員、公務
員、議員在內的所有公職人員必須符
合的條件。他指出，特首選委會須選
出愛國者擔任行政長官，故選委會成

員亦理應是愛國者。而新一屆區議員
上任以來，大多數議員不理會地區事
務，不斷阻礙民生，令市民蒙受損
失，明顯不符合愛國者的要求，所以
應取消區議員在選委會的名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認為，
香港國安法出台之後，香港迎來由亂
向治的重大轉折。但是要落實 「愛國
者治港」 ，仍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他建議從香港發展現狀和深層次矛盾
出發，從強化制度建設、深化國情教

育、穩定社情民心着手，以民生收拾
民心，以民心聚攏民意，為香港培養
新一代愛國中堅力量，達至香港社會
和諧與長治久安。

清除「攬炒派」出管治架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說，非

法 「佔中」 、旺角暴亂、修例風波
等，令香港社會秩序遭到嚴重干擾和
破壞，長期繁榮穩定局面面臨嚴峻挑
戰， 「一國兩制」 受到嚴重衝擊。他

建議加強國民教育，進一步提高市民
的法治意識，更要將勾結外國勢力、
反中亂港的 「攬炒派」 清除出特區治
理架構，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
愛國愛港者手中。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理事長
黃國指出，香港選舉制度存在眾多漏
洞，造成近年議會亂象叢生，阻礙議
案通過，直接影響民生。他認為，目
前最急切的就是完善選舉制度，盡快
落實 「愛國者治港」 。



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須依法嚴懲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於上月22日在專題研討
會上致辭，《紫荊》雜誌昨日刊登致
辭全文。

夏寶龍表示，反中亂港分子、
「港獨」 等激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選
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他們與
街頭暴力分子一樣，都是政治上徹頭
徹尾的 「攬炒派」 ，是香港的亂源，
也是國家的禍害。對於反中亂港分子
當中的極端惡劣者，如黎智英、戴耀
廷、黃之鋒，則不僅僅是不能允許他
們染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公權
力，還要對他們的違法行徑依法給予
嚴懲。

夏寶龍：攬炒派是香港的亂源 國家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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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陳紅天：清除公職隊伍中的敗類是人心所向

搞佔中勾外力 三丑禍港多年

【大公報訊】對於全國政協副主席、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於2月22日發
表的講話，全國政協委員陳紅天表示，公職人
員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這是天經地義、理所
當然的，希望完善的香港選舉制度措施盡快出
台，讓 「愛國者治港」 有制度保障，香港政治
生態可以健康發展，社會繼續繁榮穩定。

愛國者治港才能解決深層次矛盾
陳紅天指出，放眼全球，任何一個國家

和地區都要求公職人員愛護和尊重自己的國
家，同樣香港也不能例外。香港的公職人員如
果不是愛國者，將對香港社會造成嚴重的災
難。

在2019年修例風波中，一些混入香港公
職人員隊伍的反中亂港分子、 「港獨」 勢力、
「攬炒派」 不尊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利用立

法會、區議會等機構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嚴重
觸碰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損害香港社會穩
定，阻礙香港繁榮發展。把這些敗類和禍害清
除出香港的公職隊伍，是人心所向，是任何
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陳紅天表示， 「愛國者治港」 不應只是
光喊口號，必須要落實到行動上，要通過完善
相關制度，特別是進一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保障香港政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才能解決香
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使香港享有長期繁榮穩
定。

▲陳紅天表示，任何一個國家
和地區都有要求公職人員愛護
和尊重自己國家的規定。

◀▲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涉及非法 「佔中」 、勾結外國勢力等多宗反中亂港的罪行，是政治
上徹頭徹尾的 「攬炒派」 ，必須依法給予嚴懲。

▲黃之鋒（左二）和羅冠聰（左三）前
年曾在金鐘的高級酒店內，與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政治部主管Julie Eadeh秘密會
面。

黎智英
戴耀廷

黃之鋒

曾踢保11男女
涉理大暴動再被捕

【大公報訊】記者黃浩輝報
道：前年11月理工大學發生暴動，
警方需出動裝甲車到場，於理大及
附近地區拘捕逾千人，警方有組織
及三合會調查科經進一步調查及徵
詢律政司意見後，昨凌晨拘捕11名
曾經 「踢保」 （拒絕保釋）男女，
涉嫌暴動等罪名，今日早上在九龍
城裁判法院提堂。

被捕的11人，包括7男4女，年
齡介乎17至26歲，他們涉嫌與2019
年11月理工大學的暴力衝突有關，

該11人早前被警方拘捕，但拒絕保
釋，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
科經進一步調查及徵詢律政司意見
後，昨凌晨採取行動再拘捕該11
人。

經帶署扣查後，11人已落案起
訴合共一項參與暴動罪，其中1人加
控3項控罪，包括暴動、抗拒執行職
務的警務人員及公眾地方管有攻擊
性武器，另1人加控1項無牌管有無
線電通訊器具罪。案件將於今日（2
日）上午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反中亂港圖謀非常險惡
全國港澳研究會在2月22日

舉辦 「完善 『一國兩制』 制度體
系，落實 『愛國者治港』 根本原
則」 專題研討會，《紫荊》雜誌
昨日刊出夏寶龍的致辭全文。夏
寶龍在致辭中表示，一個令人擔
憂的問題是反中亂港分子、 「港
獨」 等激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選
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在
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一些
「黑暴」 「攬炒」 「港獨」 分子
進入區議會，把本應為社區和基
層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高度政
治化的鬥爭場所，搞得烏煙瘴
氣。他們利用這個平台散播 「港
獨」 主張，抗拒中央管治，煽動
對內地的不滿情緒。有的新當選
區議員公然在辦事處張貼 「藍絲
與狗不得入內」 標語，有的涉嫌
協助反中亂港分子偷渡被捕。反
中亂港分子的目的不僅僅是要奪
取香港管治權，搞亂香港，而且
要搞亂內地，顛覆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阻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
用心非常險惡。

愛港與愛國不能割裂對立
對於香港有一些人聲稱可以

「愛港但不愛國」 ，夏寶龍認
為，這是奇談怪論。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基本法也明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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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依法宣誓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別的什
麼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特別行政區，效忠香港特別
行政區，就理應先要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愛港與愛國不能割
裂，更不能對立；自稱只愛香
港、不愛中國者，當然也算不上
是愛國者。

不許破壞者染指特區政權
夏寶龍表示，反中亂港分子

的面目很容易辨認，他們是蓄意
阻撓、破壞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
順利運作，蓄意破壞 「一國兩
制」 憲制秩序，甘當外國勢力馬
前卒甚至公然乞求外國勢力插手
香港事務，企圖以香港為跳板對
內地進行滲透破壞顛覆，進而危
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少數人。他們有明確的目標，有
實際的行動，他們是 「一國兩
制」 的破壞者，不能允許他們染
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現在
不允許，將來也不允許。對於
反中亂港分子當中的極端惡劣
者，如黎智英、戴耀廷、黃之
鋒，則不僅僅是不能允許他們染
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公權
力，還要對他們的違法行徑依法
給予嚴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