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足球代表隊前日在國際友誼賽迎戰

老撾，有人在比賽前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批

評，有關人等的行為對香港形象帶來很大的損害，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倘

在周內賽事中再出現類似情況，香港可能從此要在國際賽閉門作賽。他並

強調，通過本地立法落實國歌法，是特區政府議事日程不能迴避的問題，

特區政府會根據香港的憲制和法律制度，在適合的時候在香港本地立法。

張建宗：立國歌法不可迴避
再噓或閉門踢國際賽 損港形象絕不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網站載，「涉港外交二十年」巡迴圖片展
開展儀式於10月4日在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
中學成功舉辦。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出席並
致辭。保良局主席陳細潔等董事會成員以及校長羅
穎忠出席並擔任活動主禮嘉賓。保良局下轄部分中
學校長和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師生等400餘人
參加。
「涉港外交二十年」巡迴圖片展是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創新開展
「外交進校園」，與保良局合作舉辦的活動。展覽
分為「建署歷程」、「支持對外交往」、「提供法
律保障」、「領事工作」和「公署品牌活動」5個
板塊，集中回顧了涉港外交20年來的精彩、美好
瞬間。

張建宗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噓
國歌事件時批評，這種行為是絕對

不能接受的，「國歌也好、國旗也好，
都是國家的一個象徵，是一個莊嚴的象
徵，……如果出席這些球賽也好，又或
是公眾場合，都一定要尊重我們的國
歌，尊重我們的國旗，這是國家嚴肅的
一個象徵、一個標誌，我們一定要尊
重。」
他希望有關人等不要再有類似的行

為，「如果在下星期對馬來西亞的那一
場賽事中再發生的話，香港可能從此在
國際賽要閉門作賽，對香港所有的球迷
都不是好事，亦對香港的形象有很大損
害，所以我希望一些朋友要在這方面好
好反思。」

依憲制安排適時推
張建宗強調，國歌法是全國性法律，

和國旗法一樣，可以根據香港基本法的

第十八條列入附件三內，特區政府會根
據香港的憲制和法律制度，在適合的時
候在香港本地立法，這是特區政府議事
日程不能迴避的問題，「但當然一定要
律政司的同事提供很多法律意見，以及
在過程中，最後都要立法會通過。所以
過程中，有些諮詢的工作要做，有些草
擬的工夫要做，都需要少少時間。」
被問及英美等近日質疑香港「一國兩
制」的實施，矛頭更對準香港的法治制

度，張建宗強調，香港回歸祖國20年
來，特區政府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去實
踐「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並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理念，這都是有目共睹的，「法治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們一定會捍衛我們
的核心價值。」

「法治受損」論屬誤解
他續說，所謂「法治受影響」的看

法，只是美國部分國會議員的看法，並
相信很多外國的政界中人在最近一連串
事件中，都對香港有很嚴重的誤解。
因此，無論是特區行政長官以至各經

貿辦事處同事，都會不遺餘力地把握每
一個機會，向全世界說明香港的真實情
況，「讓他們知道我們香港是向前發展
的一個社會、是一個開放的社會，法治
是堅穩的。」

「涉港外交」圖展
楊義瑞出席致辭

■楊義瑞出席「涉港外交二十年」巡迴圖片展並致
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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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港做好中國印尼橋樑推「帶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與
印尼海洋統籌部長盧胡特會面時表
示，很樂意和一定會做好中國和印尼
的橋樑，共同推動、落實好「一帶一
路」。盧胡特則表示，為方便各地投
資者，他們正簡化各種政府程序，提
供一站式服務，方便商業發展，並希
望梁振英、各潮屬及中國商界朋友能
攜手合作，與印尼一起推進海上絲路
的成功。

赴雅加達國際潮團年會致辭
國際潮團總會第十九屆國際潮團聯誼
年會在印尼雅加達舉行，共有約3,000
多名來自世界各地包括印尼的潮屬人士
參與。
梁振英在會上致辭時表示，在「一帶
一路」倡議下，各地政府之間的合作，

及企業家之間的合作，離不開人民的理
解和支持，因此，「民心相通」是互聯
互通的重要基礎。潮籍鄉親可以在世界
各地繼續發揮影響力，推動各地人民的
「民心相通」。
他指出，東盟是香港的主要經濟合作

夥伴，而經過3年多的努力，香港東盟
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已經完成，並將於
今年11月簽署。「我們可以預期，香
港、以至中國內地通過香港，與東盟各
國的經貿關係將會更為密切，香港和東
盟10國的經貿夥伴都可以共同得益，

各地的潮籍企業家將會有更大和更好的
事業發展機會。」
梁振英強調，香港有大量有國際活動

經驗的非政府組織，願意與印尼以及世
界各地的朋友共同做好「民心相通」的
工作，促進各地人民的相互理解。

與會的印尼潮商、大會主席曾國奎
亦表示，印尼是海上絲路必經之路，
「一帶一路」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希望與會的約3,000位來自世界各地的
潮商多了解印尼，大家合作用好這個
機會。

■張建宗昨
批評有人噓
國歌，強調
是絕不能接
受的行為。

反對派拉布瘋
陳健波速堵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
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戴妖）繼續煽
「獨」。他聲稱「中國內地」未來可能
「崩潰」，故香港社會應共同建構港人
的「主體意識」。「香港民族黨」召集
人陳浩天更稱，「中國」弱的時候就是
香港「發圍」的時候，更稱「戰敗後」
的「中國」對香港及周邊地區「最有
利」。政界人士批評，有關人等不斷危
言聳聽、醜化國家，既反映了他們的無
知無恥，也反映他們為荼毒更多年輕人
而無所不用其極，必須予以譴責，並促
請警方及律政司關注事件，不容這些
「港獨」分子繼續有恃無恐，散播「港
獨」歪風。
大專聯校編輯委員會昨日舉行所謂
「建構香港主體 再思中國論述」的論
壇，戴耀廷、陳浩天，和《香港革新
論》主編方志恒、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
學院客席講師葉國豪、民主黨主席胡志
偉任講者。

「崩潰」論煽建「港意識」
戴耀廷在論壇上聲稱，內地未來發展
有很多可能性，包括「中國崩潰」，屆
時內地和香港關係發展可能性會隨之不
同，又稱香港的傳統反對派、「自決

派」、「港獨派」的前路均已被
「封」，故無論內地日後如何變化，結
論都是香港要建立屬於自己的「主
體」。
他續稱，香港社會應共同建構港人的
「主體意識」，而每個人均要願意付出
代價以維持此「獨特性」，更舉例稱香
港應仿傚台灣舉辦「屬於自己文化」的
活動，如「全港菠蘿油比賽」等，以增
強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陳浩天聲言，香港在回歸前後都是一
個「殖民地」，無論「中國內地」有否
民主，香港都「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又稱香港已有「屬於自己的」邊界、貨
幣和語言等，距離「實際獨立」只欠一
部憲法和一個民選政府、議會，故大家
在香港追求民主的本質是與追求「港
獨」無異，「不用分這麼細。」
他更聲稱，「中國內地」弱的時候，

就是香港「發圍」的時候，戰敗後的
「中國內地」對香港及周邊地區最有
利，因此香港需要「揀邊企」，「要企
喺『中國』還是世界那邊？這是香港的
出路。」
方志恒也聲言，香港人的「主體意
識」不足，故必須加強文化、歷史教
育，又稱香港人應學習加泰隆尼亞般

「爭取獨立」，「建構鞏固港人的『主
體意識』，肯定香港『民主運動』的動
員基礎會更加強大。」
他更聲言應倡議「中國『分權』」，
「民主及分權的『中國』才可讓香港有
更大的民主、自治的空間，才可令香港
的『主體』最有保障。」
胡志偉稱，香港基本法和《中英聯合
聲明》是「區隔中港兩地」的防線。傳
統反對派在香港回歸後一直爭取在建制
架構內落實民主，倘現在建構一個「新
框架」，如追求「港獨」等，恐怕會影
響群眾參與。但他認同，建構「本土意
識」可以考慮，相信可讓香港社會及生
活方式得到保障云云。

柯創盛：荼毒年輕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批評，有關人等播「獨」已
經去到走火入魔的程度，為了荼毒更多

年輕人，而說出這些危言聳聽、痴人說
夢的言論，千方百計醜化國家，這種行
為是絕對不能接受，應當予以譴責。
他強調，國家在各方面已取得巨大成
就，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的。香港應努
力把握國家的發展機遇，不應再作任何
鼓吹「港獨」的違法行為，破壞香港與
內地的良好關係。

王國興：涉違港法律
「廿三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強調，
國家已日益壯大，全世界都渴望與中國
內地做生意。有關人等的言論完全是謬
論、漢奸所為，是不得人心的，目的只
是「夜行人吹哨，為自己壯膽」，鼓吹
不了解國家情況的年輕人搞「港獨」。
他認為，有關人等公開發表這些言論
明顯是煽動「港獨」，已涉嫌違反香港
法律，促請警方及律政司應關注事件，
不容這些「港獨」分子繼續有恃無恐。

戴妖等又播「獨」政界促警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早前大
學校園遭「港獨」歪風搞得不得安寧，
好不容易漸漸恢復寧靜，惟中文大學學
生會不甘寂寞，意圖在理應處理學術教
育事務的中大教務會會議上做「政治
騷」，臨時動議兩年前已被大比數否決
的所謂「院校自主」及「言論自由」議
案。中大校長沈祖堯拒絕接納該「翻
炒」議案，卻遭該會網上批鬥，前晚於
facebook發文老屈沈祖堯及校方用「行
政手段『禁言』」，企圖再掀矛盾。

兩年前被否決 誣沈祖堯「禁言」
在「港獨」橫額事件中涉違法濫權瀆

職的中大學生會，一直未有自我檢討，

反而「惡人先告狀」，聲言被打壓。該
會前晚於facebook發文，稱在日前中大
教務會召開會議期間向沈祖堯提出質
詢，包括「校方能否確保校內的學術自
由不受政治干預，包括『香港獨立』相
關之學術文章」及「就校外人士的示威
抗議，校方能否確保同學有安靜之校園
環境」。
雖然沈祖堯多次強調「言論自由是大

學擁抱的價值」，但該會未有收貨，又
突然提出所謂「捍衛院校自主，保障言
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臨時動議，但被
沈祖堯以「兩年前教務會會議曾動議相
似議案」為由拒絕，學生會則批評沈是
以「行政手段『禁言』」。

事實上，在2015年10月的中大教務
會，曾參與違法「佔中」的前中大學生
會會長王澄烽，便曾提出所謂「堅守學
術自由、捍衛院校自主」，當時已有委
員直言此等議案不適合在教務會討論，
有人更質疑無故就學術自由作表態，顯
得「此地無銀」，隨後中大教務會亦表
決是否需要「就學術自由提出議案」，
最後以50票反對、21票贊成、4票棄
權，大比數否決。
中大學生會意圖不斷「翻炒」已被否

決的議案以作「政治騷」的奸計被識
破，未有得逞，卻惡人先告狀聲稱被
「禁言」，此番行為又是其濫用言論自
由的另一例證。

翻炒議案自食檸檬 中大生會老屈校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中西區兩個區議會
議席補選的提名期已經展
開，東華選區補選至昨日
共接獲兩份提名表格，山
頂選區則未有人獲提名。
參與東華補選的民主黨
高級社區發展主任伍凱欣
已於前日報名；新會商會
學校校長呂錦強則於昨日
遞交提名表格。呂錦強在
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他
在中西區扎根11年，希望
可以將辦學累積的經驗帶
到社區，協助區內居民安
居樂業。一旦當選，他期
望可與不同政黨合作，同
時會繼續校長的工作。

小
學
校
長
補
選
挑
戰
乳
鴿

■戴耀廷、陳浩
天、方志恒、葉
國豪和胡志偉
等，昨在一論壇
上播「獨」。

視頻截圖

■梁振英出席雅加達舉行的國際潮團聯誼年會。 《港人講地》圖片■梁振英與盧胡特會面。 《港人講地》圖片

■陳健波批評拉布
瘋有如「臭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
順利連任新一年度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主席。他昨日在接受電
台訪問時，慨歎目前議會政治
凌駕民生，情況日趨惡劣，並
批評拉布是在拖延撥款，嚴重
影響民生，有如「臭彈」，令
市民十分厭惡。他計劃加開財
委會特別會議，討論修改會議
程序，部分改動包括延長會議
時間等毋須再經財委會討論，料會盡快實施。
陳健波在訪問中指出，反對派議員濫用議事規則

漏洞，導致「拉布成瘋」，已經嚴重影響民生，實
有負市民重託。他們本來應該就自己拖延撥款的行
為道歉，但他們不但沒有感到慚愧，更指罵他人，
口稱是在「監察」特區政府施政，但實際是為一己
私利而拖特區政府後腿，令他感到氣憤。他又形容
拉布原本是「核彈」，在重大事件時才使用，但現
在已變成「臭彈」，令市民十分厭惡。
他直言，財委會目前審批撥款的程序出現問題：

2012年至2016年，財委會平均兩小時批出一個撥
款，但去年平均需要4.2小時才批出一個撥款，部
分沒有爭議的項目，包括公務員加人工、東涌填海
等均因為拉布未能審議。為此，他計劃修改財委會
會議程序。

財會擬限「臨動」禁「休動」
陳健波解釋，根據《財委會會議程序》第三十七

A，議員目前可以毋須預告提出動議，且沒有上
限，故他會考慮修改每名議員在每項議程只可提出
一項臨時動議，及研究考慮禁止議員提出休會動
議。
他還計劃推出主席指引，將財委會會議時間由原

有每節兩小時，延長至4小時至8小時；禁止被趕
離場的議員重返會議室；限制每名議員在縮短表決
鐘聲的議案時的發言時間由3分鐘縮短至1分鐘，
且只可發言1次。
陳健波解釋，統計發現議員就縮短表決時間的辯

論，有九成半的議員發言不足半分鐘就已經離題，
故認為修訂程序合理。同時，主席有權作出這些修
訂，毋須投票表決。
他明白某部分議員擔心他會否偏幫某一陣營，因

為在立法會除了主席外，其餘69個議員都有自己
的立場，但他強調，委員會主席受到議事規則和程
序規管，無論誰擔任主席，都要跟足規矩，處事必
須公平公正，不能「隻手遮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