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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與香港中聯辦都對 「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進行的 「初選」 提出
強烈譴責，質疑 「初選」 違反香港國安法
。於是，跨政治分野的一些人均提出一個
問題： 「初選」 張揚了一段日子，非從天

而降，為什麼特區政府不加以阻止？
政府其實是有表示態度的。7月9日，政制與內地

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公開警告， 「初選」 可能違反香港
國安法。國安法第29條第3款規定： 「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屬
於干犯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
當然，警告是口頭的，政府沒有採取行動。

警方在7月10日搜查 「初選」 實施機構並取走其
電腦，被視為對 「初選」 施加壓力。然而，警方該行
動的理由與「初選」無關，所以，至多是心理效果。

改變「重行動，輕動機」思維

我注意到 「初選」 結束後，特區政府的聲明稱，
政府收到居民投訴， 「初選」 可能違法，這就顯然不
同於 「兩辦」 的聲明，後者不是基於社會人士投訴而
是基於中央有關部門的判斷。也許，這一差異，能夠
解釋為何 「初選」 未被阻止。

在香港，判斷和處理是否干犯法律的事件，習慣
的思維和方式是重行動而輕動機。有人會說， 「初選
」 在實施前僅屬於構思和籌劃，唯成事之後才能判斷
它是否觸犯法律。問題是， 「初選」 構思和籌劃的啟
動雖先於國安法，但最後階段的籌備已在國安法實施
後。

國安法第22條第3款規定： 「嚴重干擾、阻撓、
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屬於 「顛覆國家政權罪
」 。第23條規定：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
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
犯罪的，即屬犯罪。」 請注意 「煽動、教唆即屬犯罪
」 。 「初選」 整個構想和籌劃過程，難道不是煽動和
教唆嗎？於是，又一個相關聯的問題產生了──國安
法能否或者如何才能得到切實執行？

也許有人會說，特區政府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國安法已耗費頗大政治能量，阻止 「初選」 很可能
激發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強力反擊，使反對派支持

者更加敵視政府。然而，政府在 「初選」 前不只以一
位局長而是以整個管治班子名義發表義正詞嚴的警告
，應不是過分要求吧？

在香港，對 「拒中抗共」 政治勢力寬容而與中央
立場相異早有先例，2010年公民黨與 「社民連」 聯手
搞 「五區總辭，變相公投」 便是。當時，國務院港澳
辦和香港中聯辦也都及時警告 「公投」 違反基本法，
時任行政長官的表態則是 「公投」 於法無據。結果，
有人藉口立法會辭職後特區政府必須依照本地相關法
律組織補選。政府說是依法補選，但是， 「拒中抗共
」 政治勢力稱之為變相公投。是非法 「公投」 騎劫合
法補選？抑或合法補選成全非法 「公投」 ？香港政治
演變至今日嚴峻複雜局面，是與這一類畸形的政治組
合分不開的。

必須指出，特區歷屆政府都有對 「拒中抗共」 政
治勢力過於寬容的舉動。2010年那場 「變相公投」 被
允許。嗣後，反對派組織關於行政長官人選的民間選
舉活動也被允許。習非成是。即便國安法已生效，本
屆政府相關局長已警告 「初選」 可能違反國安法，但
是，政府依舊聽任戴耀廷等人組織的 「初選」 進行。

戴耀廷有煽動教唆之嫌

戴耀廷今年4月28日在報章發表《真攬炒十步
這是香港宿命》一文，該文是一篇煽動和教唆部分香
港居民干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宣言。他與區諾軒等人
組織 「初選」 ，則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29條第3款
所規定：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
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的 「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
國家安全罪」 。其犯罪動機和實施大部分時間在國安
法生效前，關鍵的犯罪行動是在國安法生效後。在判
斷戴耀廷等人是否犯法時，他們在國安法生效前的行
為需一併考慮。

特區政府執法軟弱的另一證據是， 「初選」 進行
時，香港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第三波衝擊，情勢之惡劣
甚過前兩波。政府完全可以嚴格執行 「限聚令」 來阻
止 「初選」 。不為，何故？

寫這篇時評，是有感於行政長官在 「初選」 後對
新華社記者說，餘下兩年任期，政府將撥亂反正、正
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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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控初選發起人

近日新冠肺炎本地感染
個案不斷飆升，社區全面爆
發已無法避免，香港經濟恐
陷入第二輪衰退，立法會選
舉也未必可以如常舉行。造

成今天這一地步，禍首正正是 「攬炒派
」 ，是他們在回歸紀念日發起非法遊行
、早前違法舉行所謂 「初選」 釀成無可
挽回的惡果。從遏阻病毒進一步蔓延的
「補救」 角度，有必要考慮為曾經參與
「初選」 投票的數十萬人進行全面的核

酸檢測，否則，在如此龐大的人口基數
下，新冠肺炎疫情恐到明年也無法真正
消失，更多港人或被疫情奪走生命。

「攬炒派」政治活動成「病源」
只要有人群聚集，病毒傳播就無法

阻斷，這本是很基本的防疫常識。而不
論是世界衞生組織還是全世界的各地政
府，都在呼籲民眾不要聚集。事實上，
過去半年來，世界各地已有太多因人群
聚集而導致疫情大爆發的不幸例子。

以全世界最大的 「民主國家」 、擁
有最先進醫療技術與資源的美國為例，5
月發生至今的持續示威抗議，令感染個
案呈爆炸式增加。截至昨日，全美已有
逾371萬人感染。從6月開始，單日確診
個案由三、四萬，升至六、七萬，單日
破十萬，恐成現實。為什麼美國會有如
此嚴峻的形勢？

在爆發大規模示威遊行的美國明尼
蘇達州州長沃爾茲一針見血地指出，許
多示威者不戴口罩、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州政府衞生專員先前提醒，幾乎可以
肯定，大規模示威會加劇疫情蔓延。州
政府計劃為所有示威者開放病毒檢測設
施。他並指，示威者應假設他們已經受
到感染，盡快進行檢測及佩戴口罩。紐
約州州長科莫更是直接要求示威者負責
任，遊行後應要盡快進行檢測。

而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主任雷
德菲爾德在6月初曾指出，示威活動是個
潛在的傳播病毒活動，令到大城市的傳
播風險更高，促請所有曾上街的人應要

「高度考慮」 接受檢測。多名美國衞生
專家擔心，一些無症狀感染者參加示威
期間把新冠病毒傳播給他人。加利福尼
亞大學公共衞生專家布拉德利．波洛克
告訴媒體： 「無論他們是否情緒激動，
都不會阻止他們感染病毒。」

其實，美國政客們都明白，如果不
是持續至今的示威活動，美國的疫情是
不可能淪落到今天的地步。而如果連自
詡極度追求自由的美國當局，也要求所
有參與示威遊行者進行檢測，香港為什
麼不可以呢？

一個月前，香港抗疫情形勢還是一
片大好。從1月23日首宗確診個案以來，
到6月30日，僅有1233宗個案，死亡數
也只有7宗，更創下連續二十多天沒有本
地感染的紀錄。但從7月開始，情況急轉
直下。短短半個月內，數字飆升500多宗
，佔了過去六個月總數字的約三分之一
。最近二十天裏，發生了回歸日的非法
遊行以及 「攬炒派」 的所謂 「初選」 兩
宗人群聚集事件。但凡稍有防疫常識的

人都知道，這就是香港的最大漏洞。

須為「初選」投票者檢測

例如，前日有三宗新增個案來自於
屯門眼科中心的工作人員，而與這個中
心一街之隔的民主黨區議員辦事處，一
個多星期前就曾充當所謂 「初選票站」
；近期的兩個最大感染群組，慈雲山以
及水泉澳邨，其數十名感染者居住地一
帶，無一例外都有 「初選票站」 。正如
眾多醫學界人士如高永文、周伯展等所
指出，從傳染病學角度，疫情期間一切
大型公眾集會應免則免，而以一個最基
本的觀察，不論是從時間上，還是從感
染源頭上看，香港疫情第三波爆發都
與 「攬炒派」 的一系列政治活動高度脗
合。

過去一個多星期以來，有近兩百宗
的 「不明源頭」 個案，其實 「源頭」 到
底何在， 「攬抄派」 所有人心知肚明，
正正是遊行及 「初選」 。而眾所周知，

病毒傳播有一個潛伏期，7月12日結束的
「播疫初選」 ，受感染者很可能在本周

開始大爆發，情況堪憂。從最有效遏阻
病毒傳播的角度，特區政府應考慮，為
60萬參與 「初選」 投票的人，進行強制
性核酸疫情檢測。尤其是250個 「票站」
的密切接觸者、與戴耀廷、區諾軒等 「
初選」 操盤手有密切來往者，這些人極
有可能就是潛在的病毒攜帶者。

原本是世界抗疫 「優等生」 的香港
，走到今天的地步，令人痛心。衞生防
護中心公布的數字顯示，昨日有超過100
宗的確診與初步確診數字，情況已到了
極其危險的地步。 「攬炒派」 為了自己
的一己之利，視香港人命為 「犧牲品」
，是造成今日這個地步的罪魁禍首。基
於重大的公眾利益，採取全面積極的檢
測措施，已是當務之急。而為免重蹈 「
初選」 的覆轍，9月6日立法會選舉，為
免四百萬選民受感染，當局應考慮無限
期推遲選舉，直至疫情真正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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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前功盡廢 初選遺禍無窮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已經展開， 「
入閘」 確認書制度維持不變。記得選
管會2016年剛引入確認書時，指 「
有責任向參選人清楚說明提名表格內
的聲明中所指有關基本法的條文……
確保所有參選人充分明白法例的要求」 ，
惟多名反對派參選人，明言不會簽署確認
書，無異把確認書視作廢紙一張。這四年
間，有關部門是否嚴格執行確認書制度，
答案無庸贅述。

香港國安法第6條列明： 「香港特別行
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
簽署文件確認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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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任何人
如要參選立法會議員，就必須簽署確認書
，否則國安法也毋須特地列出有關規定。
但反對派卻無視國安法，大剌剌地表明拒
絕簽署確認書，而且不只是激進派，連傳
統反對派的成員，亦公然表明不會簽署。

按反對派的說法，不簽確認書不會決
定性影響他們的參選資格，換言之，造成
這種亂象的原因，是因為選管會執行確認
書制度優柔寡斷，而且朝令夕改。這從最
初引入確認書時便能略見端倪。

當時香港歷經 「國教風波」 、非法 「
佔中」 、旺角暴亂等事件， 「本土主義」
抬頭，多名 「港獨」 分子企圖參選立法會
，選管會因而提出確認書制度，一開始立
場看似強硬，稱不簽署就不會獲有效提名
成為候選人，不料被反對派質疑沒有法理
依據後，選管會立刻放軟身段，改口說此

舉只是行政方便，不簽署也不會喪失
參選資格，只是 「呼籲」 參選人填妥
確認書。如此大費周章引入一個新制
度，結果確認書隨即淪為廢紙，如同
多此一舉。反對派則得勢不饒人，見

如此簡單便佔了便宜，還管你什麼確認書
？相反，不簽還能向支持者展示所謂 「敢
於抗爭的勇氣」，等於是選管會間接承認確
認書沒有法理依據，親手幫反對派助選。

現在國安法已然實施，並列明參選須
簽署相關文件以示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
，若提名表格沒有確認書，才是真正缺乏
法理依據。那選管會今時今日還有什麼藉
口推卸責任？為何還可以用 「確認書非提
名表格一部分」 當說辭？既然國安法已列
出相關規定，選管會也必須因時制宜，將
確認書列入提名表格，並嚴格規定不簽署
者不得獲候選人資格。

雖說簽署確認書，也不代表真心擁護
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畢竟過去梁天琦
、黃之鋒也曾簽署確認書。但至少選管會
也有責任把好第一道關，至於判斷參選人
是否真誠，便屬選舉主任的職責。法庭就
三宗關乎確認書的案件已說明，選舉主任
在決定候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時，有權考
慮候選人有否遞交確認書，加上國安法實
施，今後選舉主任判斷候選人資格時，亦
應直接考慮對方有否簽署確認書，建立一
套相應準則，除了令日後行使DQ權更有理
有據外，也可以封住反對派以 「入閘」 不
取決於簽署確認書，來作為不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的藉口。

貫徹確認書制度 認真運用DQ權

反對派35+是與全港市民為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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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是第六屆香港立法會的最後
一天會期。過去4年，這屆立法會創下了
多項不光彩的 「第一」 ，留下一堆恥辱
，成為香港立法會的一段 「黑歷史」 。
這其中包括 「港獨」 分子首次宣誓鬧劇
並被DQ；內委會半年選不出主席導致議
會幾近停擺，有議員配合暴徒毀壞立法
會大樓；因行為不檢點，議員被勒令退
席97次，涉事議員25名，創下新紀錄。

搗亂議會置全港於死地

如果以為這就是香港政治 「最激進
」 的一面，是 「攬炒」 的高潮，那一定
會產生判斷上的失誤。從前些時候反對
派舉行的 「初選」 結果可以看到，激進
分子取代傳統反對派紛紛進入 「初選」
前列，大有列隊進入下一屆立法會 「捨
我其誰」 的氣勢。如果戴耀廷們 「35+」
圖謀成真，未來香港議會的激進程度

，一定會令本屆議員自愧弗如，嘆為觀
止。

激進派軍師戴耀廷早前策劃的 「真
攬炒十步」 ，已經把他們企圖攻陷立法
會，達到 「35+」 的目標公之於眾了：就
是要全面否決政府議案，否決政府撥款
，最終實現 「全面攬炒」 。到時候不僅
是政府癱瘓、經濟停滯，民眾的正常生
活也將隨 「全面攬炒」 而岌岌可危。這
並非危言聳聽。

去年11月，香港選出的第六屆區議
會議員因為絕大部分是激進反對派，結
果區議會成為政治掛帥和進一步撕裂社
會的機器。區議員不務正業，將服務民
生的時間放到政治爭拗上，其中部分人
更是支持並參與非法集結被拘捕。他們
獲分配政府大量的地區資源，卻公開侮
辱當區居民，拒絕為政治立場不同的居
民服務，成為前所未有的 「以意識形態
選擇性服務」 的一屆 「地區工作者」 。

如果9月選出一屆破壞香港發展的 「否決
性」 議會，香港會怎麼樣？區議會提供
了一個 「負面教材」 、前車之鑒。

按照戴耀廷們的腳本，他們會否決
政府所有的撥款。這些撥款關係所有港
人的福祉。如投資多元經濟、增加市民
就業機會、增加醫療資源、投資公營房
屋等。今年度還包括寬減上一課稅年度
100%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寬減今年
度住宅物業四季差餉、為2021年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的學校考生代繳考試費等等
。這是每一個市民的福祉，戴耀廷們未
來否決所有撥款，就是在與全民為敵。

另外，每年財政預算案中，都有政
府資助社會福利機構的撥款。今年度社

福署資助非政府機構3000多個服務協議
單位的預算額是218.919億港元。其中最
大開支是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近81億，
其次是安老服務74億，其他還有青少年
服務、家庭及兒童福利等。可見這些資
金是資助服務香港的最弱勢群體。激進
反對派連最基層、最弱勢群體都不打算
放過，他們人性何在，他們高喊的人權
何在？

毫無建樹不斷試探底線

回歸23年來，反對派議員對香港沒
有任何正面的建樹，有的只是破壞。眾
所周知的兩個小例子：一是市民按照基
本法循序漸進原則爭取到的普選行政長
官方案，被反對派議員投票否決，香港
普選被打回原形；二是反對派議員一直
抵制基本法第23條立法，同時支持暴亂
並勾結外力制裁香港，迫使中央不得不

出手，為香港制定更嚴格的香港國安法
。這些例子說明，無論是經濟民生，還
是政治法治，激進議員除了反對，沒曾
有過任何建設性意見。他們是香港進步
的絆腳石和麻煩製造者。

而且，激進分子進入立法會，必然
會進一步挑釁中央全面管治權，試探中
央底線，離間兩地關係，加大兩地張力
，引發更大矛盾和對抗。這對香港未來
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阻止 「35+」 破壞勢力進入立法會，
我們需要法律手段，既包括香港基本法
，也包括香港國安法以及香港其他的法
律法規。同時我們更需要更多市民為自
身切身利益，為香港長遠利益着想，走
出反對派布下的迷陣。我們不要一個以
毀滅為目的的破壞性、 「否決型」 議會
。以民為敵的議員，一個都嫌多。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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