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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提出放寬網媒採訪政府活動和

記者會的限制，具體安排終於昨日公佈。屬真正的大眾新聞傳媒機構，並定期採訪及向公眾報

道原創新聞為主的純網媒，可申請成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登記用戶，但政府不會接納以

複製其他傳媒機構報道為主，和鼓吹性刊物及網站等的申請。政府新聞處會在新安排運作約6

個月後檢討，並提醒倘有關傳媒代表在政府活動場地進行非採訪活動、作出不當行為，政府可

能會暫停或撤銷該傳媒機構的進場採訪資格。

政府開綠燈 接納純網媒
拒納「抄錄」媒體及鼓吹性刊物網站 確保新聞專業

申請登記要求
要求條件

1.提交在申請前3個月內定期於網上報道新聞的證明

2.每星期最少5日更新其新聞平台

3.最少有1名編輯和1名記者

4.根據《本地報刊註冊條例》（香港法例第二百六十
八章）註冊

不接納申請的類別

1.主要製作內容與時事新聞無關的媒體，例如小報、
娛樂雜誌、賽馬新聞及貼士

2.沒有製作自家／原創內容或以複製其他傳媒機構報
道為主的媒體

3.非政府或非牟利組織、智庫或關注團體的傳訊或鼓
吹性刊物及網站

政府新聞處其後公佈，純網媒今
日開始可以申請成為政府新聞

處新聞發佈系統登記用戶，以收取
政府發出的新聞稿及採訪通知。為
識別作為真正大眾新聞傳媒機構的
純網媒，申請機構必須符合多項要
求，並申明不會接納其申請的多個
類別（見表）。

擾亂秩序或被DQ
政府新聞處提醒，若有關的傳媒
代表在政府活動場地進行非採訪活
動、作出不當行為，例如使用粗言
穢語、擾亂活動秩序或進行示威，
政府可能會暫停或撤銷該傳媒機構
的進場採訪資格，以確保其他媒體
的採訪不會受干擾。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向傳
媒表示，網媒發展迅速、日漸普
及，政府倘繼續一刀切不容許純網
媒採訪政府活動和記者會是不合時
宜的。為此，她上任後要求政府新
聞處盡快設立一個可以讓純網媒
「進場」的機制。新聞處在參考世
界其他地方和國際機構在處理純網

媒方面的做法後，提出一套合理、
公平和可行的申請機制。
她續說，新聞處已就有關機制包

括香港記者協會、新聞行政人員協
會、香港報業公會、香港新聞工作
者聯會和香港攝影記者協會5個主
要業界組織溝通過，雖在開放與否
以至具體細節上有不同意見，但他
們大體上認同開放政府傳媒活動予
純網媒採訪已經是大勢所趨，都接
受政府的做法。

特首：6個月後檢討機制
林鄭月娥坦言，網上發放信息的

門檻比較低，社會和業界對於純網
媒未有一致的清晰定義，新聞處提
出的申請機制，目的是要確保採訪
及報道政府新聞的專業性，無論是
傳統或純網媒可以進場採訪都必須
要有定期採訪，或向公眾報道原創
新聞為主的真正大眾新聞傳播機
構，新聞處會在這個新機制運作6個
月後進行檢討。
就部分傳統媒體擔心，倘容許純

網媒進入政府場地採訪，就會大幅

增加記者人數，會「攤薄」他們的
發問時間，林鄭月娥回應指，「我
已經要求司局長包括我本人，以後
我們開記者會的時候，我們會適當
地延長這些記者會的時間，在選擇
場地的時候可能都要兼顧這一
點。」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表示，政府在

開放純網媒進場採訪政府活動和記
者會時必須做好管理，一視同仁，
確保不同平台的媒體，無論電視、
電台、報章、雜誌及純網媒等，在
新聞採訪、報道及出版上，都由同
一套制度管理，以保障公眾利益。

報業公會憂要求過鬆
報業公會主席甘煥騰則指，需要

研究政府的安排細節，但憂慮在界
定網媒身份及編制方面要求倘過於
寬鬆，會對大眾媒體構成不公平。
記協歡迎特區政府開放網媒採

訪，並稱會繼續跟進和監察網媒
在申請認證過程及未來採訪活動
中，是否能夠獲得公平和合理待
遇。

譚鐵牛看望仁大校監胡鴻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中秋

佳節將至，據中聯辦網站載，中聯辦
副主任譚鐵牛於9月18日到樹仁大學
看望該校校監胡鴻烈，向他致以佳節
問候。譚鐵牛對胡鴻烈伉儷的愛國情
懷和他們投入畢生精力、財力予教育
事業的高尚情操表示崇敬，並對他們
百年樹人、更樹仁義於百年的精神表
示由衷的欽佩。

欽佩育才精神 勉擴兩地交流
在看望胡鴻烈後，譚鐵牛與樹仁大

學副校監、副校長等校級管治團隊成
員座談交流，並聽取該校辦學情況介

紹。譚鐵牛對樹仁大學的辦學成績給
予肯定和讚揚，並勉勵學校通過加強
和擴大兩地教育交流與合作，尋求未
來更大的發展。
樹仁大學前身的樹仁書院由胡鴻

烈與鍾期榮夫婦於 1971 年自資創
立；1976年獲香港政府批准成為認
可專上學院，並更名為「香港樹仁
學院」；2006年獲政府批准正名為
「香港樹仁大學」，成為本港首間
私立大學。
今年是樹仁大學的45周年校慶，現
年97歲、身兼校監兼校長的胡鴻烈獲
頒發「終身成就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第七屆大中華仲裁論壇昨日在廣州舉行。香
港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會上透露，香港
正推動加快互聯網仲裁平台建設，鞏固香港
國際仲裁中心地位，護航國家「一帶一路」
建設。香港的「亞洲國際法律研究院」亦計
劃成立「一帶一路」網絡仲裁及調解中心，
務求提供全面的網絡仲裁及調解服務。

兩岸四地專家共議國際仲裁

來自兩岸四地仲裁機構、法律及行業協
會、專家學者共計1,600多人，在昨日第七
屆大中華仲裁論壇上就網絡仲裁、臨時仲
裁，特別是仲裁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解
決國際商事糾紛議題展開研討。
由160多家仲裁機構參與的《臨時仲裁與

機構仲裁對接規則》獲得通過，加快中國與
國際仲裁規則的對接。
袁國強在論壇上指出，國際仲裁這項功能

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下特別重要，比傳統

訴訟能更有效解決跨境爭議和滿足投資者的
需要，因此在「一帶一路」的範疇下，問題
不是應否推動國際仲裁，而是如何推展仲裁
最能滿足「一帶一路」的需要、最能讓「一
帶一路」倡議發揮最好效益。

袁國強盼建網絡平台助解難
目前，香港也在進一步加強和鞏固作為
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他介紹，鑒於透過
網絡解決爭議將成為新的趨勢，香港特區
政府一直非常支持「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
組織」屬下的「經濟委員會」開設「網上
爭議解決方案」的新項目。此項目最終希

望構建一個網絡平台，為所有成員經濟體
提供企業對企業（B2B）的網上解決爭議方
案。香港律政司除了派員赴會參與討論及
交流，也將就相關議題積極進行研究和推
動工作。
他指出，推動國際仲裁不單是為仲裁界提

供就業機會，而是為進一步完善兩岸四地的
法治營商環境，同時加強兩岸四地在國際仲
裁界的競爭力、國際形象和影響力。香港希
望與內地、澳門和台灣共同為這目標努力。
香港仲裁司學會會長王則左亦表示，兩岸
四地仲裁界存在合作基礎，可以共同打造具
有中國元素的仲裁統一規則。

推動網絡仲裁 護航「帶路」建設

■袁國強表
示，推動國
際仲裁助完
善法治營商
環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攝

■譚鐵牛看望
胡鴻烈。

中聯辦
網站圖片

民建聯將於周日（24
日）於紅館舉行25周年

會慶匯演，並於昨日率先在facebook上
載了一段眾立法會議員的綵排片段，讓一
眾網民「頂住癮先」 。片中可見，主席
李慧琼連同周浩鼎、張國鈞、陳克勤、蔣
麗芸、何俊賢等綵排《同舟之情》一曲，
個個都神情認真，十足十專業歌手咁嘅款
喎，睇嚟到時有票入場嘅市民可以大飽耳
福啦！

綵排片上fb 搶閘享耳福
據民建聯早前介紹，會慶匯演不僅有

現任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還有「退下火
線」的曾鈺成、譚耀宗、葉國謙及陳鑑
林四大元老均會登台表演，青年民建聯
亦會與知名搖滾樂隊「夾Band」，同時
還邀得著名愛國歌手張明敏與身穿56種
民族服裝的學生獻唱《我的中國心》和
《我是中國人》。
匯演還包括雜技、少數族裔敲擊樂，

以及兒童粵劇等精彩表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記加緊練兵
備戰會慶匯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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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上載綵排片段，各人認真備戰。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首林鄭月娥前日委任全國
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
年，出任西九文化區董事局主
席，反對派隨即聲言，擔心日後
難以監察西九管理局，令文化區
變成商業項目。唐英年表示，西
九文化區的宗旨和使命是推廣文
化和藝術，並認為日後倘要承擔
西九內文化項目的開支，必須要
有商業元素，商業項目會以公
開、公平方式發展。他又指，立
法會日後仍可監察西九文化區發
展，自己則會多與立法會議員主
動接觸、溝通。

唐英年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西九
文化區內有40%為核心文藝設施，例如
M+、戲曲中心等，又強調西九文化區的
宗旨和使命是推廣文化和藝術，「使命係
唔會改變，即使將來文化區必須加入商業
元素都不會改變這宗旨。」

重申公開公平發展商項
他續說，特區政府重視文化，是因為文
化藝術對年輕人重要，例如吸引年輕人開
設時尚餐廳，創造就業機會，但認為文化
項目難以賺錢，西九文化區不應再向政府
申請經費，因此仍要有一定商業元素，強
調日後開設商業設施，亦會按程序，以公
開公平方式進行。
唐英年強調，自己以往的政績，證明他

不會偏幫商人，「我想大家都記得我在政
府做了9年，當中4年財政司長，1年工商
科技局長，所有財政項目都是我管的，但
我相信4年內，我無特別惹起他人懷疑我
偏幫某些商界。」
同時，立法會未來仍可監察西九發

展，自己會多與立法會議員主動接觸、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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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強調，西九文化區的宗
旨和使命是推廣文化和藝術，
「使命係唔會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施政報告下
月「出爐」，民建聯昨日分別邀請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陳帆，以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閉門交流，表達對房屋、運輸及社
福的施政願望。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
盛、周浩鼎及陳恒鑌，與陳帆會面後見記
者。身兼房委會委員的柯創盛建議政府，
將未補地價的居屋，透過社企出租予基層
居民，以短期內增加供應，並解決居屋流
轉量。他亦促請政府盡快公佈「港人首置
上車盤」的具體標準、申請資格及資產限
額。

柯創盛倡出租未補價居屋
陳恒鑌則向陳帆提出多項交通建議，期
望政府將港鐵股息回贈市民，如補貼市民
乘搭地鐵及巴士。他提到政府過去一直以
減少泊位作為控制私家車輛增長的手法，
造成現時泊車位不足問題，建議政府興建
多層停車場，並於停車場上蓋興建其他設
施，認為政府的反應正面。

周浩鼎表示，港珠澳大橋僅650個泊車
位是嚴重不足，若泊車位不足，市民可能
會把車泊在東涌，令東涌「隨時迫爆」，
促政府增加香港口岸泊車位。他續指政府
應考慮開放海天客運碼頭，助疏導乘客。
三人亦向陳帆表示，歡迎政府研究以貨

櫃改裝為過渡性房屋，但強調應利用閒置
土地，而非原本用作公共房屋發展的土
地。

會羅致光促監督社福撥款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周浩鼎則與

羅致光會面。梁志祥在會面後指，向羅致
光提出4大社福問題，包括提升私營安老
院舍質素、延長有薪產假、強積金管理收
費高及監督社福機構一筆過撥款的使用過
程。
梁志祥指，一筆過撥款在監督及財務安

排上有不足之處，促政府監督。他指羅致
光對有關意見反應正面，認同需要改善。
他續說，有向羅致光反映強積金行政費

用高的問題。
他引述羅致光提供的資料指，有僱主繳

交強積金較慢，需動用人手追收費用，若
能解決此問題，收費或能下調。
他又建議成立100億元的基金提升私營
安老院舍的質素，讓現時1,000個空置的私

營院舍床位能投入服務。
周浩鼎表示，民建聯提出延長有薪產假

的要求，指不少國家或地區的產假較香港
的10周多，部分更長達14周，認為延長有
薪產假可方便母親照顧嬰兒。周浩鼎指羅
致光對此的反應正面。

民建聯見陳帆
獻策紓解樓荒

■民建聯邀請陳帆閉門交流，表達對房屋及運輸的施政願望。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麗娜 攝

■政府放寬網媒採訪限制，容許純網媒採訪政府活動和記者
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