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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留隱患死角
內地各省管控新冠病毒疫情已積累了很多豐富和有
效的經驗，中央和各地政府高度重視，嚴密組織，全
民動員，嚴格篩查，不留隱患死角。所採取的各項配
套措施都非常嚴格！例如：從香港或海外入境內地
後，14 天酒店隔離措施嚴謹有效。出關時必須提交 24
小時以內有效的、政府認可醫療機構出具的核酸檢測
證明書。且嚴格按要求進行有關健康資訊登記申報，
完成所有入境登記檢查手續，由專人、專車集中送至
隔離酒店，並再次進行嚴格的核酸檢測和個人行李全
方位消毒後，方能登記入住。酒店保安人員 24 小時輪
流值守門口，被隔離觀察者不准離開酒店隔離房間。
政府、社區和酒店會提供必要的生活便利，醫護工作

組隨時候命，每天監測登記體溫，以及時發現隱患，
大家也都非常理解，也能給予積極配合支持。
這就是中央和各地政府行政主導的高效組織力、
動員力、管控力與全民抗疫攻堅戰、阻擊戰的最佳
體現。這些積極有效的管控疫情措施和經驗，能夠
快速阻斷新冠病毒傳播鏈，盡早恢復正常經濟循
環，都值得香港特區政府好好學習借鑒。特區政府
要落實和追求 「行政主導」 原則，就應該從眼下的
全港 「同心抗疫，守望相助」 ，及 「全民強制核酸
檢測」 開始。
如果港人不能像內地民眾一樣作出必要的犧牲和付
出，香港清零是不可能的，新冠病毒隱患也將繼續存
在。香港經濟也就難以早日回歸復蘇發展的軌道。筆
者認為 「行政主導」 不是一句空話，而是 「以人為本
和以人民為中心」 的理念踐行。

區議會止亂刻不容緩
何子文
「攬炒派」 區議員王百羽和李軒朗日
前被警方拘捕。據悉，王百羽、李軒朗
今年 7 月合組立法會競選團隊參選 「超
級區議會」 ，及後卻向政府申報 489 萬
元的 「天價」 選舉開支，當中兩人的個人開支高達
185 萬元，包括形象設計 27.5 萬元、撰寫講稿 25 萬
元、攝影 25 萬元等，有關金額不但遠超市價，更遠超
其他候選人開支。更令人懷疑的是，有關開支都是來
自同一間公司，警方調查後以串謀詐騙罪拘捕二人以
及該公司的董事陳梓謙。選舉資助來自公帑，原意是
補貼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絕不能讓不法之徒予取予
求，警方這次果斷拘捕，既是維護選舉廉潔、守護公
帑的應有之義，也表明議員、候選人的身份絕非犯法
「保護罩」 。
這次事件再次令外界關注 「攬炒派」 議員的品德操
守問題，也關注這些 「攬炒派」 議員究竟是為市民服
務，還是為自己謀取利益。公眾看到的是，過去一年
被 「攬炒派」 佔據的區議會，完全無視民生，只顧挑
動社會矛盾，阻撓政府施政。一些 「攬炒派」 議員公
然包庇暴力甚至參與違法暴力行為，有約 70 人更因涉
嫌暴動、襲警、違反香港國安法、管有仿製火器及彈
藥、妨礙司法公正、參與非法集結等罪行被捕，佔
「攬炒派」 區議員總人數近兩成，情況令人觸目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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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根據《基本法》第 97 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
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
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
樂、環境衛生等服務。」 區議會的職能本來就是關注
地區民生議題，向政府部門反映意見。然而，在 「攬
炒派」 主導下的區議會，不單沒有履行自身職能，對
於地區工作、衛生康樂等事務不屑一顧，反而不斷利
用區議會作為反政府平台，將區議會肆意政治化，提
出各種越權甚至是 「煽獨」 的議案。例如大埔區議會
曾提出成立保安及政制事務委員會，結果被大埔民政
專員指該委員會的職權範圍不符合《區議會條例》，
隨即帶同民政處及秘書處職員離席，不作會議支援。

民意對區會亂象極不滿
一些 「攬炒派」 區議員更利用議員的身份及資源煽
動 「港獨」 ，公民黨沙田區議員黃文萱，在 7 月 4 日
舉辦辦事處開幕儀式時，辦事處內竟掛上寫有 「光復
香港 時代革命」 的黑色 「港獨」 旗。她亦在 7 月 1 日
發布有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口號的帖文，並煽動
市民上街。今年 4 月，民主黨觀塘區議員梁翊婷、洪
駿軒在街上掛橫額及在社交網站發圖，以病毒圖案取
代國旗上的五星，公然侮辱國家，煽動反中。

「攬炒派」 不但屢次挑戰香港法律底線，更將公帑
資源私相授受，今年 8 月，被攬炒派把持的沙田區議
會，涉嫌將 600 多萬元的公帑全部批給 「自己友」 ，
當中由民主黨、沙田區議會主席程張迎擔任董事的
「沙田文藝協會有限公司」 ，獲批撥款多達 238 萬港
元。在其他區議會，這樣公然撥款益 「自己友」 的行
徑更是屢見不鮮， 「攬炒派」 濫用公帑、中飽私囊已
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這一年來，香港區議會亂象不斷，區議會根本履行
不了自身職能， 「攬炒派」 公器私用，儼然將區議會
當作反中央反政府的平台。有關亂象已經引起民意的
反彈。公民社會研究所近日進行的網上問卷調查顯
示，過半受訪者 「非常唔滿意」 其當區區議員在過去
一年的表現，近六成受訪者認為其當區區議員沒有兌
現競選承諾，逾六成受訪者表示 「沒有」 見過其當區
區議員落區接觸居民。民意對於區會的亂象已經極為
不滿。
隨人大決定出台，基本消除了議會拉布攬炒的
亂象，有利建制派、特區政府集中精力謀發展。這
樣，社會各界也期望人大可以及時出手，取消不符
合區議員資格的人，將 「攬炒」 「煽暴煽獨」 、損
害香港利益者逐出議會，及早在區會止亂，讓區會
回歸民生。

「五眼聯盟」沆瀣一氣注定失敗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4 名攬炒派議員被特區政府取消議員
資格，由加拿大、美國、英國、澳洲
及新西蘭組成的 「五眼聯盟」 的五國
外長發表聯合聲明，對取消議員資格
表達 「嚴重關切」 ，形容此舉是中方
繼《港區國安法》實施，及押後立法會換屆選舉後，
進一步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及自由，聲稱中方應尊重
港人表達合理關注和意見渠道，恢復受影響議員的資
格云云。

參政
議政

「五眼」 被事實戳瞎眼

「鬧辭」 是 「自我 DQ」
1997 年英國議會當選議員馬丁·邁克吉尼斯主張效
忠女王的宣誓要求侵犯了《歐洲人權公約》所保護的
言論自由權和宗教自由，但歐洲人權法院認為效忠女
王的宣誓是為了維護英國的君主立憲制，是對本國基
礎性憲法原則的保護，參選便意味自願放棄了在這
一事項上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
在上述這些事實面前， 「五眼聯盟」 難道不是被事

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實戳瞎了眼嗎？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立法會延長不少於 1 年，
但並無觸及議員的 「去留」 問題，為 DQ 堅持攬炒議
會的 4 名議員留下伏筆和空間。不過，楊岳橋、郭榮
鏗、郭家麒及梁繼昌 4 人的行徑既已被選舉主任依法
裁定其提名無效，不容許他們繼續履行立法會議員職
責，明顯是合乎邏輯及明智。4 名議員和其他攬炒派
議員不思悔改甚至再鬧 「總辭」 ，那是咎由自取，果
然，反對派的表現確實如此，顯然，反對派 「鬧辭」
是 「自我 DQ」 「自我一鍋端」 ，與人無尤。
「五眼聯盟」 幹了很多臭名昭著的事情，很多國家
的政變都和 「五眼聯盟」 有關。據斯諾登爆料：美國
為首的 「五眼聯盟」 一直在監聽世界各國及重要人
物，其中包括聯合國秘書長、德國總理和日本總理安
倍晉三等人。五眼聯盟連自己老盟友都不放過，就更
別提其他國家了。這也是 「五眼聯盟」 聲名狼藉的主
要原因。現在美英操控的 「五眼聯盟」 大肆抹黑攻擊
中國和香港特區，其用意非常明顯，其行為非常惡
毒。 「五眼聯盟」 被事實戳瞎眼，以惡意的雙重標準
抹黑人大常委會決定和特區政府 DQ 4 名攬炒派議
員，沆瀣一氣干涉中國內政注定徹底失敗！

申請會㈳酒牌續期及修訂公告

THE POET

Salon No. 10

「現㈵通告：許朝棠其㆞址為香
港㆗環士丹頓街 13 號㆞㆘，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環士丹頓
街 13 號㆞㆘ THE POET 的酒牌續
期，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
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
㈰起㈩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
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
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
樓酒牌局㊙書收。
㈰期： 2020 年 11 ㈪ 25 ㈰」

「現㈵通告：翁晨晨其㆞址為香港㆗環亞畢
諾道 10 號㆞㆘，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
環亞畢諾道 10 號㆞㆘ Salon No. 10 的會㈳
酒牌續期並作出以㆘修訂︰‘更改附加持牌
條件 (b) 及 (c) ︰ (b) 處所內不得將揚聲器或
擴音設備或電視機開著，也不得演奏或播放
音樂時段由午㊰ 12 時㉃㆖午 9 時，更改為凌
晨 2 時㉃㆖午 9 時；及 (c) 不得售賣或供應酒
類飲品供顧客在處所內飲用時段由午後 12 時
㆖午 9 時，更改為凌晨 2 時㉃㆖午 9 時。 ' 凡
反對是㊠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起㈩
㆕㆝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
8 字樓酒牌局㊙書收。
㈰期： 2020 年 11 ㈪ 25 ㈰」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AND AMENDMENT(S) OF CLUB LIQUOR LICENCE

THE POET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HSU Chaotang of G/F, 13 Staunton Street, Central,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THE POET situated at G/F,
13 Staunton Street, Central, H.K.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5 November 2020”

Salon No. 10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YUNG Sen-sen of G/F
No. 10 Arbuthnot Road Central H.K.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Club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Salon No. 10 situated at
G/F No. 10 Arbuthnot Road Central H.K. and the
following amendment(s)︰'Change of additional
licensing conditions (b) & (c)︰(b)the period in
which no loudspeaker or sound amplification device
or TV shall be switched on and no music shall be
played on the premises changes from between 12:00
midnight and 9:00a.m. to 2:00am and 9:00a.m.；
(c)the period in which no liquor shall be sold or
supplied for consumption on the premises changes
from between 12:00 midnight and 9:00a.m. to
between 2:00a.m. and 9:00a.m.'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5 November 2020”

香港商報廣告效力宏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指， 「不管他們長五
隻眼，還是十隻眼」 ，只要膽敢損害中國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小心他們的眼睛被戳瞎。」 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表示， 「五眼聯盟」 國家發表的
聲明完全是罔顧事實，顛倒黑白，任何沆瀣一氣的干
涉行徑都注定徹底失敗。
的確， 「五眼聯盟」 被事實戳瞎了眼。公職人員宣
誓效忠國家制度，擁護國家法例是國際通例，任何違
反誓言的行為是不能容忍的。例如美國的國會議員必
須宣誓效忠美國憲法，違反誓言可被刑事檢控；在英

國，任何人拒絕效忠英國女王將無法就任議員。沒有
國家會對包括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違背誓言，或背叛
國家的行徑視而不見的。
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美
國《憲法》明確規定了總統效忠於《憲法》的義務；
德國《基本法》分別規定了公民、公職人員、政黨、
各州的效忠義務；英國議員就任時必須效忠英國女
王，英國在十七世紀制定了《測試法》，目的是要在
形式上，規限那些需要進行宣誓的人。該項法例規
定，這些人需要出席英國教會的崇拜聚會，並且必須
根據英國國教的儀式參加聖禮，而違反此等規定的人
將被處以巨額罰款。

龍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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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逾
年的籌備
及努力，
擁有超過
300 名 會
員的中國
文學藝術
界聯合會
香港會員
總會(簡稱
李秀恒
「香港文
聯」 )，上
周三於香
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辦成立
典禮暨音樂會，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
副主任盧新寧、特區政府民
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署理局長陳百
里出席主禮。可見中央及特
區政府對香港文聯的重視，
筆者有幸獲委任為香港文聯
常務副會長，除感到十分榮
幸外，亦深感責任重大。
香港文化界一直以來都有
許多精英及人才，但長期缺
乏一個互相交流和凝聚文藝
界力量的平台，以致出現各
自為政，缺少配合的情況。
而今，香港文聯能為業界提
供一個平台，在推動文藝界
互相交流和發展的同時，應
要擔當起香港與內地之間的
橋樑，使香港的文化產業能
夠比較順利地拓展內地市
場，進一步拓寬業界的發展
空間。此外，如何利用文藝
界的力量，消弭內地與香港
社會之間的誤解和分歧，增
進彼此了解，都是香港文聯
未來需要推動的工作。

商界
心聲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李秀恒

本港第四波疫情殺到，特首林鄭月娥
今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疫情防控無疑
是頭等大事。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早
前撰文指出： 「我們處理疫情，必須同
時用經濟復蘇的角度評估成效。香港不清零，香港和
新加坡等地建立小氣泡對經濟復蘇意義不大。要清零
就要全民檢測，要全民檢測就必須強制。有人會以種
種人權、自由和私隱的理由抗拒強制性全民檢測，但
是我們必須作出抉擇。不清零就會有第四波、第五波
的風險，會有更多香港人患病、死亡和承受健康永久
性受損的風險；也會有更多香港人一生人建立的事業
倒閉，更多香港人失業。青島是很好的示範，除了強
制性全民檢測，香港沒有其他出路。」 梁振英的擔憂
不無道理，盡快實施全民核酸普檢，就是特區政府當
前面臨重大疫情危機時刻，必須作出的一項正確選

熱門
話題

香港文聯搭建文化交流平台

「行政主導」助疫情清零

http://www.hkcd.com

融合發展大勢所趨

事實上，隨 「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 提出後，與
大灣區各城市融合發展，最
大程度地發揮城市之間潛在
的協同效應，已成為特區政
府和本地企業集中研究的議
題。中央在 「十四五」 規劃
中指出，未來將會在進一步
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的同時，加強港澳與內地交
流合作，使兩個特區可以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因此，與內地全面深化合作，加強各個方面的
融合發展，是本港未來發展的大勢所趨，文藝界絕
不可故步自封，而是要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規劃，
尋找新的發展機遇。
過去 10 多年間，其實不乏本港文藝界與內地合作
的成功例子。就以電影業為例，受惠於 2003 年與內
地簽署的 CEPA 協議，香港電影業得以進入龐大的
內地市場，為正陷入衰退及市場萎縮的港產片，注
入了新的發展動力。同時，隨與內地電影業深化
合作，不單港產片拍攝的題材變得越來越豐富，兩
地人才的互動與交流亦越來越頻密，有利於兩地電
影業的長期發展。相信其他文化和藝術領域，未來
亦會得益於與內地深化合作，拓寬發展空間。
特首林鄭月娥在成立典禮上致辭時就指出，特區
政府一直致力支持香港的藝術家和藝術團體到內
地，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進行演出及其
他交流活動。自 2018 至 19 年度起的五個年度，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共獲 1.4 億元，用來支援本地藝團
和藝術家在大灣區演出、舉辦分享會，以及培育藝
術行政及製作人員，增進香港與內地藝術和創意人
才的交流合作，推廣香港藝術。未來特區政府會繼
續推進內地與香港文化交流合作的相關事項，為本
地藝術團體提供更多演出機會。

文藝可療世道人心
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致辭時表示，文學藝術具
有獨特的社會功能，能興觀群怨，療治世道人心。
文化藝術是一種軟實力，對社會影響巨大。在香港
再出發的征途中，文藝界需要一同思考，如何以本
身一藝之長，為社會彌合人心、凝聚共識，以真善
美賦予香港城市活力與希望，重建家國認同，推動
人心回歸，再造香港精神。
眾所周知，自從去年爆發 「黑暴」 以來，不但香
港社會和經濟受到重創，香港混亂的局勢亦破壞了
內地民眾對香港的良好印象，令他們感到香港社會
普遍對內地人不友好。所幸港區國安法落實後，香
港得以平息亂局，但修補與內地民眾的關係，增加
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國家的正確認知，難以一
蹴而就，相信需要時間在方方面面慢慢感染，化解
隔閡。這方面，香港文聯在未來可利用轄下 14 個涵
蓋不同範疇的團體，加強與內地在文化藝術上的交
流，讓年輕人加深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達到
人心回歸，融合發展，互利共贏的目標。

18 日晚，香港文聯成立，並舉辦 「天空交響曲」
音樂盛會。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