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攬炒派區議員四散，
有網民直言，如果真愛香港這個家就應
該好好建設，而不是公然參與黑暴，甚
至反對涉港國安立法，更不應該於宣誓
在即之際作賊心虛，一走了之。

李家偉身處海外未辭職
屯門區議員李家偉日前在社交媒體

發文，承認自己已經離開香港身處海
外，但離港前並未辭去區議員一職。李
家偉曾公然參與發起所謂 「國際戰
線」 ，鼓動西方政客 「聯署」 反對中央
政府訂立香港國安法，如今卻將離境描
述為 「出於安全考慮」 云云。

至於同區已辭職的攬炒派巫堃泰，
近期已赴英國，在抵達倫敦希思羅機場
後，隨即提出申請所謂 「政治庇護」 。

曾發起所謂 「光復元朗」 的巫堃泰
在當地接受媒體訪問時承認，特區政府
要求區議員宣誓，是促使他離開香港的
原因，他又稱，因擔憂被禁止離港，故
在離境前刻意改變髮型、摘下眼鏡云
云。

市民斥潛逃後扮可憐
對於攬炒派作賊心虛的戲碼，不少

市民嗤之以鼻，在網上留言鬧爆。
「Leo Lee」 說： 「早知如此，何必當
初。宣誓在即，終於現真形！ 」
「Jacky S.Wong」 表示： 「公然反中
亂港時，又不見佢哋咁膽小。」 「TT
Kwan」 認為： 「如果真愛香港這個
家，就應該留低搞好建設。逃離香港後
扮可憐博同情，令人厭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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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員宣誓絕不容蒙混過關

攬炒派作賊心虛 鳥獸散醜態畢露

攬炒派區議員自2020年1月上任以來，
乏善可陳，劣跡斑斑。各區區議會舉行會議
期間呼喝、侮辱與會警方代表的鬧劇多次上
演。《大公報》早前更踢爆，去年時任中西
區區議員的甘乃威和鄭麗琼曾向食環署施
壓， 「命令」 拆國旗，並侮辱國家。另外，
攬炒派區議員上任後濫用區議會資源散播黑
暴文宣，團體 「議會監察」 發現，攬炒派在
全港多區掛逾80條涉及抹黑政府、混淆是非
的橫額。

近70人或將被DQ
據了解，特區政府將於本月

底啟動區議員宣誓程序，或有近
70名仍未辭職的現任區議員將被
取消區議員資格，並被追討兩個
多月薪金，即每人約10萬多港
幣。政府最快在本周向相關現任
區議員發出信件，要求他們在數
天內就涉嫌違反 「負面清單」 的
相關行為作出解釋，若解釋不獲
接納，相關議員資格會被取消。

公開資料顯示，絕大多數區
議會主席或副主席之位已懸空，

大批攬炒派頭目或主動辭職，或因故已喪失
區議員資格，但仍有一小撮攬炒派賴在區議
員的位置上，包括灣仔區議會現任主席楊雪
盈、油尖旺區民主黨涂謹申、元朗區民主黨
鄺俊宇、離島區王進洋等，其中多人涉嫌參
與2020年非法 「初選」 、簽署過所謂 「墨落
無悔」 聲明、提供區議會辦公室予攬炒派用
作所謂 「初選」 的投票站、發表或展示 「港
獨」 口號等。

法律界：追薪合情合理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傅健慈認為，要落

實好 「愛國者治港」 這一根本原
則，就必須堅決把反中亂港的攬
炒者，剔除出關乎市民街坊福祉
利益的區議會。他表示，要求區
議員宣誓效忠，是 「撥亂反正、
正本清源」 ，而依法DQ不符合
資格的區議員並追討相關薪酬，
是 「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的，
相信廣大香港市民由衷支持的。

區議員宣誓預計將在本周內進行，早前攬炒派區議員爆發大規
模辭職潮，絕大多數區議會主席或副主席之位已懸空，大批攬炒派
頭目或主動辭職，或因故已喪失區議員資格。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
偉昨日強調，區議員宣誓必須根據法例嚴正執行，絕不容許有人蒙
混過關。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要求區議員宣誓效忠，是 「撥亂反正、正
本清源」 ，要落實好 「愛國者治港」 ，就必須堅決把反中亂港者踢
出區議會。

料本周進行 徐英偉：須依法嚴正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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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碰硬善作為 破藩籬除痼疾
解決住屋短缺問題，涉及三個核

心因素：土地、共識、執行力。香港
土地房屋問題關鍵在於如何推動社會
達至共識，以及堅定的施政決心。時
間要抓緊、思想要解放、行動要果
斷，做到這三點，其實不必等到2049
年，香港完全可以更早告別劏房籠
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
誌，以 「共同努力 告別劏房」 為題
強調推動解決房屋問題的決心。他指
出，住屋難、住屋貴、住屋細的問題
深深影響了社會的發展與穩定，必須
用堅定意志與破釜沉舟的決心，朝着
「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困」 的方向

奮力向前。這樣的態度，值得肯定。
如何解決土地房屋問題，已不僅

僅涉及房屋土地政策本身，而是涉及
到解決貧富懸殊、涉及到市民的安居
樂業，更涉及到人心回歸的政治層
面。只有站得更高，跳出過去的思維
框框，才能對問題看得更準，也才能
對症施藥。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香港並不缺
少土地，也不缺少可以盡快建屋的
「熟地」 ，但受限於現有的一些法規

制度，問題遲遲無法得到有效解決。
這些問題香港社會早就知道，講了不
知多少年，但就是無法化作實際的行
動，根本原因在於對具體的政策缺乏
共識。要推動社會形成共識，必須衝
破制約香港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
益藩籬。

香港作為一個多元社會，不同訴
求的背後是不同的利益主張，這本不
奇怪。但當面臨香港整體發展的重大
問題時，再多的小利益都要服從於社
會整體利益。該破除的就要破除，該
化解的就要化解，溫良恭儉讓，左擔
心右顧慮，只會將問題不斷推後，積
重難返。

如何有利引導、有力管控、有力
開創局面，就是對管治能力的考驗。
實際上，香港當前需要兩條腿走路，
一是要盡快找地建屋以緩解燃眉之
急，棕地、農地、郊野公園邊陲用地

等等，想盡一切可行辦法，不應再猶
豫；二是要確立穩定的土地儲備機
制，目標並不只是要追回到2030年的
1200公頃土地缺口，而是如何設立機
制造地，根據時間表和路線圖有序推
進。陳茂波昨日提及要 「簡化制度上
一些過於繁瑣的程序」 、 「透過如填
海等方法大刀闊斧增加長遠供應和建
立土地儲備」 ，可謂一針見血。

夏寶龍主任指出，要善於破解香
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勇
擔當、敢碰硬、善作為」 ， 「消除各
種痼疾」 ， 「衝破利益藩籬」 ，不斷
提高特區治理能力和水準。解決房屋
問題，早日讓劏房籠屋消失，早日讓
市民獲得有尊嚴的居住環境，這既是
港人最關心、願望最強烈的訴求，也
是中央對特區管治者的要求。

當然，人們不會低估問題的困難
程度，也不會低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
力，但只要抱着破釜沉舟的決心，
「逢山能開路，遇水能架橋」 ，何愁

問題不能得到解決？



▲黑暴給香港帶來沉重打擊，區議員宣誓制度實施後，香港的政
治生態得以撥亂反正。

▲攬炒派區議員進入議會後，民生議題全盤政治化，阻礙地區政
策的實施。

一走了之攬炒派名單
香港島

中西區：鄭麗琼（主席）、許智峯、梁晃維、葉錦龍、
甘乃威

東區：黎志強（主席）、趙家賢（副主席）
南區：羅健熙（主席）
灣仔區：麥景星（副主席）

九龍

九龍城區：蕭亮聲（主席）、鄺葆賢（副主席）、李軒朗
觀塘區：蔡澤鴻（主席）
深水埗區：楊彧（主席）、劉家衡
油尖旺區：余德寶（副主席）、陳梓維
黃大仙區：許錦成（主席）、黃逸旭（副主席）

新界

離島區：梁國豪
葵青區：張文龍（副主席）、尹兆堅
北區：陳旭明（副主席）、林卓廷
西貢區：呂文光（副主席）、范國威
沙田區：程張迎（主席）、岑子杰
大埔區：關永業（主席）
荃灣區：譚凱邦
屯門區：陳樹英（主席）
元朗區：麥業成（副主席）、王百羽

部分仍未辭職的攬炒派
油尖旺區：涂謹申
元朗區：鄺俊宇、張秀賢
灣仔區：楊雪盈（主席）
離島區：王進洋

大公報記者整理

《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
列出負面清單主要行為

❶ 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❷ 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特區擁有並行使
主權。

❸ 宣揚或支持 「港獨」 主張。
❹ 尋求外國政府或組織干預香港特區的事務。

❺ 作出損害或有傾向損害基本法中以行政長官為主
導的政治體制秩序。

❻ 侮辱或貶損國歌等國家主權的象徵標誌等等。

▲民間團體紛紛發起對區議員宣誓的監察運動。

◀《大公報》一直跟進有關區議
員宣誓事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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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接種率遠遠不夠

聞風

本港疫苗接種率穩步上升，料9
月底可達七成。但港大微生物學系講
座教授袁國勇昨日表示，七成接種率
未必安全可靠，強調市民要 「應打盡
打」 ，並希望最終能達到99%。

實事求是地說，99%接種率不大
可能實現。但袁教授所說的 「應打盡
打」 原則十分正確。

首先， 「七成接種率可達群體免
疫」 這一標準只針對基本的新冠病毒
株，但如今新一波疫情爆發是因為出
現變種病毒株，傳播力和殺傷力更
強、隱蔽性與欺騙性更高，危險也更
大。七成接種率意味着還有三成人沒
有打疫苗的 「漏洞」 ，被病毒 「攻
破」 只是早晚問題。

其實，海外一些地區的經驗堪稱
前車之鑒。例如最早宣布實現群體免
疫的以色列，本來預定今月解除社交
限制，結果上月中旬便被變種病毒殺
個措手不及，每日確診最高增至逾
700宗。

至於一度作為 「新冠大國」 的美

國，總統拜登本月初剛說完 「已走出
新冠疫情」 ，未夠一個月確診者便激
增兩倍，甚至在一日內錄得4萬多宗
病例。處於西方另一端的英國也好不
到哪裏去，雖然其接種第二劑人口近
七成，並於上周一解封，但確診病例
又再回升至5萬宗，疫情嚴重程度較
解封前更甚。

上述例子均說明，七成接種率遠
不是抗疫終點，遠遠沒到 「大功告
成」 的一刻。本港雖然有一個多月未
錄得本地個案，但幾乎每日都有零星
輸入個案，而且有變種病毒個案屬
「未知源頭」 ，加上流感高峰期將

至，疫情再爆發的風險仍然高企，萬
萬不能鬆懈。

「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 計劃推
出至今近兩個月，打完第一針的只有
44%，按此速度要達七成目標已經十
分吃力，要實現再高的目標，困難很
大。但要社會盡早恢復正常運轉，提
高接種率是不二法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