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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人肆無忌憚鼓吹「港獨」，引起了特區政府
和中央的高度關注。特首梁振英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
罕有公開批評「港獨」。張曉明主任在中聯辦新春酒
會致辭中強調，「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
矩，不能容許有人在中國的特區肆意鼓吹「港獨」。
這不僅是對梁特首批評「港獨」的呼應，更是表明中
央對國家統一問題的高度關注和堅定不移維護「一國
兩制」的嚴正立場，表明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是
不可逾越的紅線，任何人企圖搞「港獨」都是癡心妄
想，注定以失敗告終。

在香港問題上，中央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立
場從來都是堅定不移。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的要
求，遭到鄧小平一口拒絕，戴卓爾夫人方寸大亂，在
人民大會堂台階跌了一跤。香港回歸以後，中央更是
不容許在香港特區鼓吹分裂國家。回歸初期，前台灣
駐港機構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在港台節目宣揚
「兩國論」及有線電視專訪台灣「副總統」當選人呂
秀蓮，大肆宣揚「台獨」，中央都及時表明態度，作
出批評，指出香港不能散布、鼓吹「兩國論」和「台
獨」的言論。

香港回歸後成為國家的一個地方行政區，不能鼓吹

「台獨」，更不允許搞「港獨」。回歸後，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憲法作為國
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區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不但
內地人民要遵守和維護憲法，香港居民也有遵守和維
護憲法的義務，尤其是憲法關於維護國家主權、統一
和領土完整的條文，更明顯適用於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序言也指出，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為了維護國
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基本
法總則第一條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的中國公民，都必
須遵守憲法和基本法，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
整的規定。香港沒有鼓吹「港獨」的自由，任何「港
獨」言行都是違憲違法的。

但是，本港有人明目張膽主張「香港民族，命運自
決」，剛結束不久的「佔中」更是與「港獨」綑綁。
這些言行實質都是要否定中央對港的管治權，把香港
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以達到分裂國家的企圖，明顯
踩了「一國兩制」的紅線，既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又損害港人福祉，中央當然不會等閒視
之，勢必嚴正反對和遏止，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

維護「一國兩制」中央嚴正反「港獨」
——反「港獨」系列社評之一 印傭Erwiana被虐案昨日在區域法院裁

決，法官裁定被告女僱主羅允彤曾虐待及
恐嚇2名印傭Erwiana及Tutik共19項罪名
成立。案中被告殘忍虐待家中傭工，泯滅
人性，無法無天，法庭理當依法嚴懲，向
外界傳達本港法治社會絕不容許任何虐傭
行為，以產生警示和阻嚇作用，維護本港
法治與文明的形象。虐傭事件也反映本港
部分人的守法觀念和文明素質都存在不
足，法庭的判決有助在社會上加強有法必
依、有罪必懲的法治觀念，力倡文明新
風，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

印傭Erwiana被虐案，是本港多年來最
令人髮指的虐傭案件。在受僱的八個月
內，Erwiana不僅被剝奪假日休息和工資
報酬，更多次遭僱主用衣架、木棍毆打，
用吸塵機吸管捅口，甚至用滾水燙身，睡
眠及進食也嚴重不足，導致Erwiana的雙
眼、牙齒及左耳出現永久損傷，甚至不能
行走，須由輪椅代步。如此不人道的虐待
案件竟然發生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令
人震驚，也玷污了本港的國際形象。《時
代周刋》更撰文形容「印傭是香港的現代
奴隸」，顯見案件已令本港蒙羞。

法庭這次判決被告 19 項罪名成立，彰
顯了法治和正義，並告誡所有僱主，外傭
來港工作同樣是受到本港法律保障，暴力
虐打外傭甚至剋扣工資都必將承擔刑責。
同時，案件也反映了坊間一些無良外傭中
介機構，在事故發生後一味要求受害人啞
忍息事寧人，更有甚者對受虐外傭的求助
採取漠視態度，將受害人推向求救無門的
境地。故此，當局有需要加強對外傭中介
機構的規管和整頓，維護外傭權益。

香港一直被外傭視為理想的打工地點，
當中除了工資報酬之外，文明而高素質的
僱主亦是吸引他們來港工作的重要原因。
雖然本港絕大多數僱主都與外傭相處融
洽，視作一家人，但這宗案件卻反映部分
僱主法治觀念薄弱、文明素質低下、缺乏
基本人道精神，竟然對離鄉別井的外傭施
以毒手。案件不但暴露了外傭的人身安全
問題，更反映了香港社會的整體素質問
題，提醒廣大市民不論何時何地，不論身
份地位，都應該自覺守法、尊重別人。唯
有在社會上樹立守法文明的風氣，才可真
正杜絕有關案件再次發生。

（相關新聞刊A5版）

嚴懲虐傭暴行 加強守法觀念
A4 重要新聞

張曉明批「港獨」表明中央立場
激進分子挑戰國家主權 港府應全面加強防範

網稱黑道「買起」警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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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促勿拖延時間

蔡毅：港人應齊防惡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理事長蔡毅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張主任的講話揭示「港獨」
問題態度明晰，中央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決心一以貫之，「港獨」分子
必須停止所有分裂國家的行動。
他相信，大部分港人都反對「港
獨」，「港獨」分子的行動衝擊社區安
寧，更不可能得到廣大市民認同，「港
獨」分子宣揚「港獨」就是迴避港人渴
望國家統一的強大意願。港人必須譴責
「港獨」分子傷害兩地感情、分裂國家
的行徑，更應共同防止問題惡化。

黃友嘉批「學生領袖」興風作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專業聯會

主席黃友嘉批評，「港獨」行動越來越囂
張，問題值得高度警惕。特別是「港獨」
支持者雖然極少，但其聲音往往被一些傳
媒放大，加上個別有「港獨」傾向的學生
領袖興風作浪，誤導青年人走向極端，對
社會的影響不容忽視。
他續說，張主任日前有關「港獨」問

題的論述，強調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
容排斥，適時提醒了各界不能輕視「港
獨」問題的嚴重性。

劉迺強：特首批《學苑》有必要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認為，特

首梁振英早前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
大學生刊物《學苑》宣揚「港獨」確有必
要，但對付氣焰囂張的「港獨」分子必須
「口硬手硬」，不能只停留於口頭訓斥，
否則「港獨」分子仍會有恃無恐，日前所
謂「光復屯門」行動只會重複上演，測試
特區政府維護國家主權的底線。
他強調，張主任清楚說明了「港獨」問

題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這需要特區政
府以實際措施和行動配合，挫敗「港獨」
士氣，防範分裂國土的思想蔓延。

鍾樹根：有計劃行動非「討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認為，「港
獨」分子有計劃、有口號、有橫額，是
有真正行動的「叛國」行為，在在顯示

所謂「學術討論」是謊言，放諸任何國
家都是不能容忍的。
他續說，張主任的講話，警告了「港

獨」分子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不容挑
戰，故促請當局果斷行事，依法把滋事
者繩之於法，絕不能讓「港獨」分子有
任何「港獨」幻想，以為煽動分裂國家
沒有代價。

梁美芬：助教界撥亂反正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經民聯

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知悉一名《學
苑》作者近期在一個公開論壇宣揚「港
獨」主張，在場人士無不嘩然。中學通
識課程已成為反對派對抗中央的土壤，
教育出對「一國兩制」不明就裡的學
生，香港青少年今日出現分離主義，教
育界必須正視。
她指出，張主任在講話中重申中央對

香港管治權不能排斥，將有助教育界撥
亂反正。特區政府也應該正視問題，及
早採取行動補救。

何俊賢：對歪風當頭棒喝
立法會漁農界議員何俊賢表示，近期
一些人煽動「港獨」、挑戰國家主權和
「一國兩制」，排斥內地同胞，國家和
法治意識異常薄弱，言行自私，不排除
這些人行動越來越激，部分議員為爭取
「港獨」支持，更不惜借議會明撐「港
獨」，搞亂議會。
他強調，張主任的講話已明確指出，

必須尊重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任何人
都不可能與中央公然對抗，對當前的
「港獨」歪風可謂當頭棒喝。香港市民
也應以選票要求包庇「港獨」的議員離
開議會。

吳亮星：少數人仍「其心不正」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指出，香港
出現「港獨」反映少數人回歸至今仍
「其心不正」，「港獨」分子挑戰國家
主權，破壞國家安全，絕對不能姑息，
更不能讓其滋生壯大。張主任已強調不
能容許散布「港獨」言論，社會更應警
剔「港獨」問題生根，當局需依法杜絕
「港獨」禍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在新春酒會

講話中特別指出，不能容許借口高度自治而排斥中央對香港的管治

權，散布「港獨」言論。社會各界昨日認為，「港獨」分子近日借屯

門水客問題挑戰中央，又在公開論壇向特區政府官員高叫「香港建

國」等口號，公然鼓吹「港獨」，態度囂張，張曉明主任日前針對

「港獨」的講話，代表了中央政府的立場，明確及時提醒香港社會要

警剔「港獨」。特區政府因應形勢，應全面加強防範分裂國家的工

作，不能讓「港獨」思想生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反對派議員拉布阻礙香港社
會發展，不少人都忍無可忍，要求他們收手。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昨日發表網絡文章，批評反對派拉布連累早於去年2月提出
「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撥款遲遲未能通過，影響
千所校園的電子學習設施，更點名批評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
源未有為老師、同學和家長挺身而出，叫停拉布、爭取教育撥
款順利通過，有負教育界和家長的期望。

阻千校電子化 師生失望
吳克儉昨日在網絡文章《局中人語》以《教育撥款受阻 究竟
是誰搬走了我們的「乳酪」？》為題，首先強調教育工作不應
無故被拖延，「可惜現實是，一些早於去年2月提出的財政預
算案項目，包括『推行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卻一直因
立法會會議出現拉布情況，撥款遲遲未能獲得通過。項目由提
出至今已差不多一年。我知道有很多校長、老師、同學和家長
都感到萬分失望！」
對這樣的「人為困境」，吳克儉指，特區政府採取了靈活及

符合程序的方法，爭取利民的政策盡快落實施行，如其中同樣
受影響的5間學校的工程項目，在政府「鍥而不捨」下，「最
終獲得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通過。」

混淆始作俑者 諉過政府
針對葉建源早前撰文，質疑特區政府是在「玩弄行政霸權，

犧牲民生福祉」，吳克儉反問葉建源：「過去多個月來，面對
拉布持續，身在議會內的葉議員究竟有沒有為老師、同學和家
長挺身而出，叫停拉布、爭取教育撥款順利獲得通過？議員現
在又高調指摘政府，是否混淆了誰是始作俑者？亦是否諉過於
人？」
吳克儉強調，「事實勝於雄辯，數據說明真相。」今屆特區

政府上任以來，教育經常開支已由2012/13年度的604億元增加
至2014/15年度的671億元，累計升幅達一成。至於投放在學生
的資源方面，期內資助小學的學生單位成本由44,451元增加至
50,650元，資助中學的單位成本由49,246元增加至59,960元，
累計升幅分別近一成半及超過兩成。
同時，特區政府正在籌劃免費幼稚園教育、增加公營小學學

位教師職位比例、加強支援清貧、非華語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等措施，可見政府十分重視教育。

向阻落實教育手段說「不」
吳克儉強調，「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希望大家不要做寓言故事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中只懂得怨天尤人的「小矮人」，而是應該「重新出
發去尋找乳酪」，希望葉建源可以和他一起「做實事」，「對有礙教育政策
落實的手段說一句『不』！」
葉建源昨日發表「初步回應」，稱吳克儉是在「推卸責任，諉過於人」，

未有阻止政府抽起教育撥款項目，「我深信如果政府願意調動議程，有關的
教育項目早已獲得通過。」

創科局難產「益外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反對派在立法

會財委會中不斷阻撓創新及科技局的成立，特首梁振英昨
日再次批評反對派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來拉布，只是在拖
延時間，並促請他們為着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競爭力，應放
棄拉布，若無法成立有關政策局，最開心的只會是周邊亞
洲國家等競爭對手。
梁振英昨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指出，雖然特區政府非常
尊重議員監察政府的權利，並會配合回應議員質詢和提
問，但反對派利用議事規則的漏洞來拉布，只是在拖延時
間。
他強調，成立創科局的重要性是使香港經濟維持競爭

力，而目前僅剩財委會的關口，若反對派繼續拉布，不但
影響成立創科局、討論民生議題，且香港周邊的亞洲國家
皆以此政策提高競爭力，若創科局無法成立，競爭對手將
會感到非常開心。
梁振英並引用近日民意調查結果提醒，港人不希望反對
派透過拉布阻礙政府施政及香港發展，並重申本月14日是
審議的最後機會，冀望財委會能有足夠時間審議，及於當
天通過，使香港能有一個統籌創新及科技的政策局。

于善基：設新局利統籌業界
同日，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公司創辦主席于善基在

出席公開活動時坦言，自己不熟識政治，但資訊科技界普
遍支持開設創科局，因為目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兼顧的範
疇太多，倘特區政府能設立專局統籌業界發展，與全球創
科領域加強溝通合作，一定是好事。
他強調，香港不能局限於金融業務發展，創新及科技局
的成立，可以為香港創建新發展平台，在香港的長遠經濟
發展中將扮演重要角色，而經濟發展可令全港市民都同樣
受益，他呼籲反對派議員不要拉布，把握時機，支持撥款
申請，否則開局計劃泡湯，將會影響香港整體社會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高登仔」涉嫌去
年在高登討論區，將一名曾在旺角「佔領區」執勤警
員及其女兒「起底」，聲稱有黑道中人出價60萬，要
「買起」該警員女兒的「一手一腳」，案件將於下月
30日在東區裁判法院開審。
20歲被告湯偉樑報稱為學生，被控一項有犯罪意圖

而取用電腦罪。案件昨日進行預審，控辯雙方對被告
去年10月19日高登討論區發文一事不爭議。控方案情
指，被告在該篇網絡文章中，稱有黑道中人願出錢
「買起」在旺角「佔領區」執行拘捕行動警員的女兒
之「一手一腳」。
被告早前否認有犯罪意圖而取用電腦罪。案件將於

下月30日於東區裁判法院開審，預計審期兩日，控方
稱屆時將傳召4名證人，被告則獲准繼續保釋候審。

「高登仔」案下月審

■蔡毅指港人應共同防止「港
獨」問題惡化。 資料圖片

■黃友嘉批評「港獨」行動越
來越囂張。 資料圖片

■劉迺強指特首批評《學苑》
宣「港獨」有必要。 資料圖片

■鍾樹根斥「港獨」所謂「學
術討論」屬謊言。 資料圖片

■梁美芬指張曉明主任講話助
教育界撥亂反正。 資料圖片

■何俊賢指張曉明主任講話可
謂當頭棒喝。 資料圖片

■吳亮星指「港獨」反映少數人
至今仍「其心不正」。資料圖片

■吳克儉（左）批葉建源（右）未叫停拉布，有負教育界和家
長的期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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