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孟靜昨日與「新民主同盟」成員范
國威以「香港本土」的名義到廉署

「報案」，宣稱建築師嚴迅奇於去年6
月已獲委任負責項目，比西九董事會9
月決定不發展大型表演場地，及11月
通過建館更早，時序上有違邏輯，林
鄭月娥並無合理原因解釋。他們質疑
對 方 「 為 求 取 悅 北 京 （ 中 央 政
府）」，因而「違反程序公義」，在
西九管理局拍板建故宮館前，「偷步
欽點」建築師開始設計，有「私相授
受」、「利益輸送」之嫌，偏離其身為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或政務司司長的
責任，可能干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故要求廉署盡快「立案調查」。

陳永棋：十分反感所為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

席陳永棋在接受本報訪問時，對毛孟靜
等人所為感到十分反感。他指出，特區
政府為香港貢獻良多，興建故宮博物館
亦得到大多數市民支持，特區政府之所
以採取先公佈後諮詢的方式，是因為反
對派一直擾亂立法會所致。他強烈譴責
毛孟靜這種「以身為中華民族為恥」的
人，根本無法分辨「什麼事對香港好，
什麼事對香港壞」。

余國春：一場政治閙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

長余國春指出，毛孟靜指稱林鄭月娥
「偷步」完全是一場政治閙劇，是顛倒
是非，廣大市民一定要看清事實的真
相，不要被不懷好意、看不起自己民族
及文化的反對派中人的歪理所誤導。他
讚揚林鄭月娥對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的
做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位有作為且
負責的司長，相信為香港好的市民一定

會支持她的決定。

吳良好：為狙擊而狙擊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認為毛孟
靜對林鄭月娥的指控並不合理。他指
出，林鄭月娥一直為香港作了很多貢
獻，是次興建故宮博物館是其中之一，
是為香港做好事，反對者完全是「為狙
擊而狙擊」，借題發揮，妨礙香港發
展。興建故宮博物館有不少人支持，倘
因此而有所延誤或阻礙，實在「太對不
起香港人」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批評，毛范
二人政治炒作事件，「如果真的有問
題，就由政府內部看看如何改善，但他
們就此事高調走到廉署，就是告訴大眾
他們在政治炒作，他們咬住唔放」，又
質疑二人大力反對興建故宮館，是想香
港「去中國化」，但這並不是港人樂見
的。他更指范國威對立法會新界東補選
一事反應積極，可見范意圖藉事件增加
曝光率。

蔡毅：阻經濟文化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蔡毅稱，興建故宮博物館
對香港來說是天大的好事，對香港的經
濟、文化等各方面均帶來好處，亦能
讓香港人能夠進一步認識中國文化，
應該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他認為毛
孟靜的做法不合理，是阻撓香港發展的
行為。

顏寶鈴：唯恐天下不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毛孟

靜對林鄭月娥的指控是「唯恐天下不
亂」的行為，讓香港「家無寧日」，
並指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落成將帶動經
濟發展、改善民生：「他們對林鄭月
娥的指控是對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阻
撓，可謂用心不良。」

張學修：傷害全港市民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會長張學修表示，故宮文化博物館
蘊藏各類文化珍品，能讓香港市民更
了解中華民族的燦爛歷史，帶動經
濟、旅遊業的發展，可謂一舉多得。
毛孟靜等對林鄭月娥的指控是對故宮
博物館的阻撓，傷害了全港市民的
心，是不得人心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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誣告林鄭 毛孟靜博懵
向廉署無理舉報西九故宮程序 各界痛斥

反對派議員毛孟靜昨日去廉署投訴林
鄭月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指稱她
「懷疑」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林鄭月
娥與嚴迅奇涉及「私相授受」和「利益
輸送」。其實這只是反對派反對香港故
宮館系列事件的續曲，再次翻炒對委任
嚴迅奇的指控。事實上，西九管理局董
事局和林鄭月娥本人，已就事件進行了
全方位、高透明度、毫無隱瞞的全面披
露，諸多指控在事實面前早已不攻自
破。社會各界、包括相關專業人士也作
出了公正的分析。

委任條件：本地建築師精通中華文化
事實勝於雄辯，上月31日，西九管理

局已對委任嚴迅奇作了清晰交代：「董事
局認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設計，應出

自本地建築師之手。嚴迅奇建築師對西九
文化區的願景有深刻了解，其國際級博物
館設計和建築專業知識獲廣泛認同。由他
設計的廣東省博物館和雲南省博物館奪得
香港建築師學會全年境外建築大獎，以及
國際邀請競賽冠軍。他醉心中華文化，貢
獻獲業界認同之餘，也提升了本港建築的
國際地位和聲譽。有見及此，管理局認為
直接委任許李嚴建築師事務所擔任項目的
建築師是合適的安排。」

林鄭坦承委聘屬「特殊做法」
本月6日，林鄭月娥在出席立法會內

會時坦承，委聘嚴迅奇負責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項目「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做
法」，但如果進行一般程序，要花很長
的時間撰寫顧問建議書等，博物館難以

按時間表在2022年開館。指出很多建築
界人士都希望西九有項目是由本地建築
師操刀。嚴迅奇負責過很多大型項目，
很了解西九規劃，亦喜愛中華藝術，負
責過廣東省和雲南省的兩個大型博物
館，兩個博物館落成時都獲得香港建築
師學會境外項目的大獎，所以西九文化
區管理局董事局認為有充分理據，採用
直接委任方式請嚴迅奇設計故宮文化博
物館項目。

嚴迅奇須提前開工估算費用
本月8日，西九管理局再度回覆媒

體，指出西九董事局根據其賦有的權
力，去年6 月委約嚴迅奇在原本建設大
型表演場地及展覽中心的地段作進一步
研究，探討能否容納多用途展覽場館及

一間博物館，並提出可能的設計概念，
董事局其後在11月批准委任嚴迅奇及其
事務所擔任故宮博物館項目的設計顧
問。管理局強調嚴迅奇必須在該次董事
局會議前開展工作，包括就項目費用估
算，以便展開討論，由於須保密進行，
政府內部、西九管理局及嚴迅奇的建築
師事務所僅必須知道項目的人士知情。
中大建築學院客席教授、西九管理局發

展委員會成員馮永基在本月6日一電台節
目上明確指出，西九董事局作為法定機
構，委任具備豐富經驗、各持份者認同的
著名設計師嚴迅奇設計方案，是權責之
內，符合全球類似法定機構的通常做法。
毛孟靜等人完全不回應這些清晰的事

實，一味潑污水，恰恰彰顯她們橫蠻無
理、為反而反、不借犧牲市民利益的
「私心」，同時亦彰顯了林鄭月娥為公
眾利益敢於承擔、無懼個人榮辱和得失
的「公心」。 ■記者 殷翔

西九「小故宮」事件表
2015年9月 林鄭月娥訪京與故宮博物院

院長產生合作意向

2015年12月 林鄭月娥與馬會商議贊助建

香港故宮博物館

2015年12月 行政長官梁振英向中央正式

建議成立香港故宮博物館

2015年12月 政府與北京故宮達成初步合

作意向

2016年9月 西九管理局決定放棄建大型

表演場地，改建中型多用途

設施

2016年10月 馬會同意捐出35億元，支持

博物館項目

2016年10月 林鄭月娥就博物館向西九管

理局董事局成員作兩次簡報

2016年11月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特別會議

通過興建博物館

2016年12月 西九管理局與故宮博物院簽

署《合作備忘錄》

2016年12月 24名反對派議員要求就博物

館爭議舉行特別會議

2016年12月 西九管理局發聲明詳細交代

建香港故宮館理據

今年1月5日 西九管理局宣佈1月9日就香

港故宮館展開六周公眾諮詢

今年1月6日 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內會特

別會議解釋事件

今年1月8日 西九管理區回覆媒體委任嚴

訊奇任設計師經過

今年1月9日 毛孟靜至廉署投訴林鄭月娥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今年1月10日 西九管理局就香港故宮館展

開六周公眾諮詢

資料來源：政府文件、林鄭月娥在內會特別會議的發言

製表：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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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任嚴迅奇 已全面清晰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

修、李摯、殷翔）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敢於為公眾利益一力

承擔，促成在西九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的盛舉，獲各界熱

烈響應。反對派議員卻秉承

「為反而反」的「傳統」，先

是硬扣「不事先諮詢」之罪，

反對派議員毛孟靜昨日更到廉

政公署「舉報」，聲稱林鄭在

西九管理局拍板建故宮館前

「偷步欽點」建築師開始設

計，有「私相授受」、「利益

輸送」之嫌。香港社會各界嚴

厲譴責毛孟靜毫無根據的指

控，是在顛倒是非，試圖以政

治手段阻撓在西九文化區興建

故宮博物館，相信香港絕大部

分市民都不會認同。

先確認了中央政府相關部
委、故宮博物院同意，讓大量
故宮展品可以定期來港展覽，

再去說服馬會願意出資興建，並取得西九文化區管
理局董事局的同意，可在西九文化區內興建香港故
宮文化博物館，事事按部就班，為何在反對派眼中
是「不符程序公義」？

香港反對派一再炒作「欠諮詢」的論調，然而如
何諮詢一個未有初步框架的事情？政府也說了，如
果先進行諮詢，猶如擺持份者上枱，最終若有一方
不同意，只落得尷尬局面。可以想像，若真的什麼
都未有定案，就開始諮詢，當港人熱切盼望香港擁
有自己的故宮館時，可能故宮博物院方面未能成
事、可能西九文化區已有計劃、可能馬會未能捐助
這筆款項，這又如何是好？這樣的諮詢豈非徒勞無
功？向來只須反對、毋須建設的反對派自然不會費
神思考。
一眾反對派將矛頭直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稱

她藉故宮館為自己選特首鋪路，已經是間接承認
了，這是一項功勞、獲香港市民的認可。事實上，
過往數天裡，除了反對派中人一再出聲明反對故宮
館，甚至奇招百出去意圖抹黑，社會普遍市民都未
有理會反對派所為。
反對派與其拿着根本沒有公眾基礎的「欠缺公眾

諮詢」作為理據，甚至以其毫無證據的「懷疑利益
輸送」去阻撓興建故宮館，不如認真研究其他政策
項目，香港被反對派拖延落實的建設實在已經太
多。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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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須反對
毋須建設

公眾諮詢延至今日啟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西九管
理局決定將原定昨日舉行的公眾諮詢啟
動活動延至今天下午舉行的定期董事局
會議後才展開。西九管理局表示，察悉
在剛過去的周末，社會對有關項目仍有
不同的意見和評論，亦對有關的程序表
示關注。西九管理局認為若不盡快處理
這些關注，將分散市民對公眾諮詢的注
意力，故決定今日的董事局會議後，舉
行記者會一併回應公眾對有關程序等問
題的關注。

今午董事局會議後舉行記者會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原定於昨日開始，

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設計、營運及
展覽等方向展開為期6周的公眾諮詢，
並由西九董事局副主席夏佳理及設計師
嚴迅奇主持在中環展城館舉行的啟動
禮。然而，西九管理局於活動開始前一
小時卻突然通知傳媒押後諮詢活動，待
今天董事局於下午2時30分舉行的會議
後才開始，屆時一併舉行記者會，回應

公眾對有關程序等問題的關注
西九管理局在聲明中指，西九董事局

主席在本月6日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上，已詳細闡述在西九文化區興
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過程和考慮因
素。儘管主席已作詳盡的解釋，西九管
理局卻察悉在剛過去的周末，社會對有
關項目仍有不同的意見和評論，亦對有
關的程序表示關注。西九管理局認為若
不盡快處理這些關注，將分散市民對公
眾諮詢的注意力。

西九管理局董事局成員葉傲冬昨日指
出，有關故宮博物館的議程是臨時加插
的，「相信因應公眾反應及社會討論，
可以再更深入探討。」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公眾諮詢延至今
日啟動。圖為媒體昨日在香港大會堂展
城館外等待進一步消息。 新華社

■■毛孟靜昨日向廉署誣告林鄭毛孟靜昨日向廉署誣告林鄭
月娥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月娥涉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激起公憤激起公憤。。 文森文森 攝攝

■■林鄭月娥日前在北京出席林鄭月娥日前在北京出席「「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媒體發佈會物館媒體發佈會」，」，介紹項目詳情介紹項目詳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