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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菲律賓
首階段暫停外交公務護照免簽 2月5日實施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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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晴乾燥 漸轉和暖

癸巳年十二月三十 初五立春 氣溫 16-22℃ 濕度：60-85%
港字第 23342 今日出紙 3 疊 11 張半 港售 7 元

■特首梁振英昨
日宣布港府對菲
律賓首階段制裁
措施。圖為保安
局局長黎棟國、
行政長官辦公室
主任邱騰華陪同
梁振英會見傳
媒。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針對全國關注的馬尼
拉人質事件， 特首梁振英去年 10 月上旬向菲律賓總
統阿基諾三世提出菲方要向受害者及家屬道歉和賠償

中央支持港府 促菲拿出誠意

等四項訴求，然而菲律賓政府至今就最重要的道歉訴
求仍無正面回應。梁振英昨日宣布，為早日圓滿解決
事件，特區政府將實施首階段制裁菲律賓行動，由 2
簽訪港安排，所有菲律賓外交或公務護照持有人來
港，須事前按程序向入境事務處或我國駐外使領館申
請訪港簽證，約 700 至 800 名菲籍人士受影響。有本
港政團和立法會議員認為，制裁彰顯香港社會為死傷
者及其家屬討回公道的決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制裁
菲方行動，菲方應盡快採取措施圓滿解決，早日回復
正常港菲關係。
振英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約 3 個月前在印尼峇里出席亞太
梁經合會議期間與菲律賓總統會面後，特區政府一直與菲律賓

政府進行商談，就馬尼拉人質事件的受害者及家屬四項訴求，即
道歉、賠償、跟進犯錯官員問責，以及採取改善措施保障旅客人
身安全，尋求一個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雖然通過雙方過去數月
努力，菲方就其中三項訴求的回應大致正面積極，雙方並取得了
階段性進展，包括向其中一名傷者易小玲發放慰問金，但是經多
番商討，菲方仍未能滿足當中最重要的、向死傷者及家屬正式道
歉的訴求，雙方存在實質分歧。

菲方拒道歉 港府不能接受
梁振英續稱，特區政府本周一收到菲方對事件的正式通知，前
日特區政府和菲方再作進一步溝通，希望盡最後努力。至昨日早
上知道最後努力的結果後，特區政府馬上約見死者家屬和傷者，
昨午轉達菲方就各項訴求的最新回應，家屬和特區政府均認為菲
方的回應不能接受。
梁振英表示，為促使事件早日圓滿解決，特區政府會採取必須
的制裁行動，昨日宣布將實施第一階段制裁行動，由 2 月 5 日開
始，暫停菲律賓外交或公務護照持有人 14 天免簽訪港安排，所有
菲律賓外交或公務護照持有人來港，需要事前按程序向入境事務
處或我國駐外使領館申請訪港簽證。

預料每年影響800菲方人員
今次是特區政府首次向外國實施制裁，梁振英指現時每年約有
700 至 800 名持有這些外交和公務護照的菲律賓人士來港。保安局
局長黎棟國在記者會上補充，已獲特區政府授權的菲方領事人員
則不受影響。
梁振英強調，中央一直關注事件，支持特區政府在事件中和菲
方商談和進行善後工作，而特區政府處理事件有策略部署，有關
制裁亦公平公正。

視情況不排除採進一步措施
由於談判內容保密，梁振英未能披露具體細節，但他指特區政
府會繼續跟進事件，最重要是採取有利、有理、有節的措施，視
乎情況發展，不排除進一步採取任何有效措施，達致菲方同意死
者家屬和傷者的四項訴求。至於制裁會否破壞和菲律賓的其他關
係，梁振英謂特區政府願意和菲律賓政府以及包括東盟在內的所
有其他國家，全面發展雙邊關係，人質事件如能圓滿解決，相信
對香港和菲律賓的關係都有積極作用。

各政團議員均支持政府行動
本港政團及立法會議員均支持特區政府對菲制裁行動。經民聯
認為，人質慘劇發生至今三年多，菲律賓總統及政府仍未就事件
正式道歉及承擔責任，港人強烈不滿，制裁措施顯示香港社會為
死傷者及其家屬討回公道的決心。菲律賓政府亦應立即採取措施
圓滿解決事件，令香港與菲律賓關係回復正常。
協助受害者家屬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支持制裁決
定，並希望港人全力支持。他說，有關決定顯示特區政府有決心
為港人爭取公道，並認為制裁決定給菲律賓政府發出清楚訊息。

家屬生還者力挺制裁

月 5 日起，暫停菲律賓外交或公務護照持有人 14 天免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北京 29 日電，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29 日就香港特區
政府即將對菲律賓採取制裁措施表示，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 政 府 妥 善 解 決
「8·23」人質事件善後事宜的努力，
敦促菲方切實拿出誠意，盡早解決有
關問題。
有記者問，據了解，香港特區政府即

將對菲律賓採取取消免簽證的制裁措
施，你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表示，「8·23」香港人質事件
牽動着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的
感情。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妥善
解決事件善後事宜的努力。我們敦促菲
方正視受害者及家屬的關切，切實拿出
誠意，盡早解決有關問題。

■港府昨日宣布制裁菲律賓，人質事件家屬謝志堅及生還者易
小玲表示支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文森）特區
政府昨日就馬尼拉人質事件，向菲律賓採取
首階段制裁措施。人質事件死者家屬及倖存
者均對特區政府的決定表示支持。有死者家
屬形容這個決定是「突破」，對他們意義非
常；有倖存者亦表示，期望特區政府實施制
裁，可以迫使菲律賓積極回應，讓事件盡快
劃上句號。

謝志堅：制裁是「突破」

殉職領隊謝廷駿的哥哥謝志堅昨日得悉事
件後，形容特區政府有關決定是「突破」，
認為對死者家屬和傷者的意義很大。謝志堅

說，未知道首階段制裁措施
的成效，但認為在姿態上的
意義較大，亦可向外顯示政
府有能力保障市民。
他表示，菲方一直不肯
正面回應事件，希望有關
措施能迫令對方回應。他又
說，假如菲方再無回應，建
議特區政府採取進一步制裁
措施，包括可以考慮經濟
制裁等，要求菲方回應家
屬訴求。

易小玲：堅持四項訴求

人質事件生還者易小玲表示，支持特區
政府的做法，她批評菲律賓政府一直不肯
回應事件，強調他們堅持四項訴求，包括
要求菲方道歉、賠償、懲處犯錯官員和保
障遊客安全，但她對菲律賓政府作出回應
的信心不大。
人質事件另一生還者陳國柱說，歡迎特區
政府決定，希望菲方盡快回應事件。另外，
有其他生還者贊同政府的做法，認為有需要
採取強硬行動，迫令菲方回應；又有認為制
裁措施來得太遲，他們都期望特區政府實施
制裁後，可以迫使菲律賓積極回應，如早前
台灣漁民被殺事件盡快劃上句號。

港府多後 施壓可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馬尼拉人
質事件發生距今逾 3 年，行政長官梁振英
因應菲方未能滿足死傷者家屬訴求，昨日
宣布實施首階段制裁。港府料首階段制裁
影 響 每 年 約 800 名 持 相 關 簽 證 來 港 的 菲
人，但為免影響效果，未有透露下一步制
裁內容。根據過往其他政黨提議，港府或
可考慮收緊對菲籍訪客的商貿及工作簽證
安排，及不再向所有菲律賓人發出新工作
或旅遊簽證。

葉劉淑儀：出手力度適中
馬尼拉人質事件拖延多年至今仍未解
決，對於港府終於實施首階段制裁，曾任
保安局局長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認
為，制裁行動的力度適中，相信可迫使菲
律賓政府道歉。
為免影響其後部署及等待菲方回應，港府
未有進一步透露下一階段的制裁內容及實施
時限，但根據過往不少政黨的建議，當局仍
可繼續在簽證方面逐步制裁菲方。據新民黨
去年向港府作出的建議，港府可暫停對菲律
賓旅客的免簽證安排，及收緊對菲籍訪客的

商貿及工作簽證的發出安排 (外籍家庭傭工簽
證除外)。

議員提案 可供政府參考
其後葉劉淑儀亦在立法會提出暫停免簽證
動議，認為對菲律賓最有效的制裁是暫停簽
證。對於何謂階段性成果，她當時認為包括
要懲罰失職官員、賠償及道歉，令傷者及家
屬滿意。會上民主黨單仲偕亦有提出修訂，
建議港府停購菲律賓物品、停止與菲政府來
往，及立法會暫停與菲議會交流。結果修正
議案獲工聯會及自由黨等多個黨派支持，獲
得大比數通過。
此外，有議員去年底向立法會提出私人條
例草案，透過修訂《入境條例》第 11 條，分
三階段實施制裁菲律賓，包括於今年 4 月 1 日
起不得向菲傭批出新工作簽證、明年 1 月起不
得批准延長菲傭逗留期限，及於明年 7 月起不
得向所有菲律賓人發出新的工作或旅遊簽
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當時表示，會考慮草
案內容是否涉及政制、政府運作及公共政策
和開支，稍後時間再決定是否批准及將草案
提交政府。

近期處理人質事件回顧
2013年10月7日
梁振英與阿基諾三世在印尼正式會面
40 分鐘，席間阿基諾三世拒絕就事件
道歉
2013年10月17日
梁振英表示已與菲方達成共識，首次
正式談判快將進行
2013年10月29日
人質事件死傷者家屬及代表律師首次
與馬尼拉市長代表洪英鐘會面
2013年10月31日
港菲雙方就馬尼拉人質事件舉行第二
次會面
2013年11月5日
梁振英表示與菲方商談在 1 個月內若
未能取得階段性成果，將對菲律賓展
開制裁行動
2013年11月7日
立法會通過無約束力動議，要求港府
經濟制裁菲律賓
2013年12月5日
港府要求菲律賓作交代的 1 個月期限
屆滿，梁振英表示港府與菲方已取得
階段性進展
2013年12月7日
梁振英重申香港特區政府當局正積極
與菲方商討人質事件，「完全不排
除」會向菲方實施制裁
2014年1月14日
梁振英在行政會議前重申，沒放棄過
在有需要時向菲方實施制裁
2014年1月29日
梁振英宣布向菲律賓實施首階段制
裁，暫停菲國公務外交免簽證安排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