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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冀港青擁五特質
國家觀念 香港情懷 世界視野 公民意識 願意承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雙學三丑」因暴力衝

擊政總東翼前地，被覆核刑期而改為判囚，有外媒及政

界中人異常「配合」，抹黑律政司提出覆核伸至法庭的

裁決都有「政治考慮」。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反駁，多名

著名英國前大法官願意加入特區終審法院當非常任法

官，「難道他們一起同流合污，損害香港的法制？」她

批評一些英國評論員、政客攻擊香港的司法系統，甚至

誣衊香港的法官受到政治干預，對香港是非常不公道

的，並重申任何人都不可以違反法律，希望年輕人都可

以成為有國家觀念、有香港情懷、有世界視野、有公民

意識、願意承擔的公民。

羅哲斯被拒入境 涉外交屬中央事務

回應市民訴求 先搞民生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又要推倒、又要重啟政改
的反對派昨日「永續」他們的
重啟政改提問。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尹兆堅昨日「老屈」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只視基本法廿
三條立法為憲制責任而無視重
啟政改。林鄭月娥在回應時強
調，兩件事都是在基本法中的
憲制要求，自己會一致處理這
兩個議題，並重申社會目前的
期盼主要是民生議題，作為一
個負責任的政府，須先處理這
些民生議題，但不會放棄在任
內處理爭議性議題。
在昨日施政報告答問大會

上，尹兆堅稱，林鄭月娥日
前曾表示若在立法會感受到

尊重就會重啟政改，若真的
如此，各反對派議員「都很願
意向她致敬」，並隨即向她鞠
躬作為「上期」云云，然後就
追問林鄭什麼情況下才可重啟
政改。林鄭月娥強調，她到目
前都沒有「先設條件」，需
要視乎整體的社會氣氛及社
會的期盼。

市民未將政改議題放前列
她說：「當社會的氣氛回復

到一個比較平靜、理性、務
實，才可以大家坦誠去處理一
個在社會上有爭議性的議
題。」同時，作為一個負責任
的政府，有需要回應市民訴
求，優先處理民生及經濟議

題︰「很多民意調查，問市民
究竟最想現屆政府處理什麼問
題，答案都清晰的，都是一些
民生議題，特別是房屋、扶
貧、醫療的議題，政改的議題
往往都不是放在前列。」
尹兆堅其後「老屈」稱，林

鄭只視廿三條為憲制責任而無
視政改。林鄭月娥強調，政改
及廿三條立法均是基本法中的
憲制要求，她一定會認真考
慮，一致處理兩個議題，並沒
有完全放棄在本屆政府處理具
爭議性的議題，惟希望社會各
界共同努力，令特區政府有條
件去處理，而不會再出現令其
他民生、經濟的工作受到拖延
的情況。

擴編制建學院 公僕工會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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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讚兩級稅制惠中小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新年度預算案提出兩級稅
制，及強調了「一帶一路」建設
及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帶來的
機遇，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
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昨日表示
歡迎，認為有助增加香港競爭
力，又建議進一步為建設粵港
澳優質生活圈，為港人提供更
多便利措施。
蔡冠深表示，林鄭月娥在施政
報告中建議利得稅制度引入兩級
制，比特首在競選政綱中建議的
10%還要低，顯示特首對中小企
之重視，亦有助增加香港競爭
力，倘若通過勢必吸引國際目
光，或成為跨國企業落戶香港的
動力。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香港需要發
展高增值及多元經濟，及把握國
家「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的機遇，並提出了多項
非常得力的舉措，蔡冠深指出，
粵港澳大灣區內資金流、物流及
人流將來互相交匯，必定會比現
時更頻繁。由於香港一向與國際
市場緊密聯繫，有望成為大灣區
與國際市場之間的橋頭堡，吸引
灣區資金流及人流聚集，勢必利
好香港。
他期望，金管局明年推出的
「快速支付系統」能為推動未來
香港與大灣區在涉及市民和商戶
之間的支付途徑提供有效對接，
進一步為建設粵港澳優質生活圈
提供更多便利措施，爭取為港人
在大灣區學習、就業、創業、營
商、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
利，從而促進粵港澳三地人流、
物流、資金流和訊息流，使大灣
區能夠成為港人未來最優質的生
活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
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
dict Rogers）前日以「私人探訪」為
由，擬來港探望經常被指勾結外國勢力
的「雙學三丑」，在香港機場被拒入
境。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事件
涉及外交，根據基本法屬中央事務，因
此不能透露詳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在例行記者會上強調，是否允許入
境是中國的主權，並說羅哲斯非常清楚
自己是否有意干預特區內部事務和香港

司法獨立，中方亦已就英國官方有關言
論提出嚴正交涉。
外國勢力與香港明「獨」、暗「獨」

的力量勾結，為有關人等在國際間危言
聳聽。羅哲斯日前就擬入境「探訪」
「雙學三丑」，結果被拒入境，英國外
相約翰遜要求港方以至中國中央政府解
釋。香港一眾激進「本土派」以至「獨
派」隨即為他出頭。
林鄭月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被問到

前日有「人權領袖」被禁止入境是否有

違「一國兩制」原則。
她回應說，事件涉及外交，而根據香

港基本法，外交事務屬中央政府事務，
因此她無法透露更多詳情。

林鄭重申堅守「一國兩制」
林鄭月娥其後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時，再被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問及羅哲斯
日前被拒入境一事。毛孟靜聲言，出入
境管制由香港自行負責的。林鄭月娥重
申，對於個別入境個案，一如既往不會

公開討論。至於毛孟靜將事件上綱上線
為「引進『一國一制』」，林鄭月娥表
示完全不同意該指控，重申特區政府堅
守「一國兩制」、捍衛法治。
華春瑩就事件回應記者提問時指出，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負責
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中國中央政府和
特區政府依法處置有關問題。允許誰入
境，不允許誰入境，是中國的主權。
她說，香港已於1997年回歸中國，香

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

何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以任何方式干
涉中國內政，這一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華春瑩：已向英提嚴正交涉
華春瑩又表示︰「這個人赴港是否有

意干預特區內部事務、干預香港司法獨
立，他自己非常清楚。」就英國外相約
翰遜事後對事件表示「非常關切」，要
求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解釋」，華春
瑩說，針對英國官方的有關言論，中方
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羅智光昨日與4個公務員評議會及4個公務員
工會代表會面，交代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公務員
學院及擴大公務員編制的政策，多個公務員工會
都對新政策表示歡迎。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設立新的公務

員學院，提升培訓設施，及加深公務員對國家發
展和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認識，促進與其他地區的
公務員互動交流。羅智光昨日與第一標準薪級公
務員評議會（職方）、高級公務員評議會、香港
政府華員會、警察評議會、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

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等公務員組織約30名代表
會面，交代與公務員相關計劃。
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鍾衛文會後表示，

政府目前其實有公務員學院，主要提供與工作相
關的訓練，相信新的學院是要為公務員提供更多
國情及國策知識。局方在會上亦向他們強調，新
的公務員學院不會有「洗腦」的情況，公務員毋
須擔心。

認同公務員需要認識國情
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主席劉玉輝認為，政府設

立新的公務員學院是好事，認為新學院可以提高
公務員團隊的認受性，稱香港已回歸祖國，公務
員有需要認識國情和中國制度，不擔心課程會有
「洗腦」的情況。他又建議政府日後可以將部分
紀律部隊人員管理課程轉交公務員學院負責，減
輕紀律部隊學院的負擔。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委員湯

志雄亦形容新措施內容正面，期望政府可以盡
快落實新課程範圍。由於公務員的工作壓力
大，他期望政府增聘人手後可減輕同事的工作
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近日接連有「獨」
人在香港隊足球賽
事中國歌播放期間
發出噓聲，更有人
舉起「港獨」標
語、背向草地及
展示不文手勢，
令香港足總有可
能面臨罰款或更
嚴重的處罰。特
首林鄭月娥昨日
強調，年輕人需
要有國家觀念，
而國旗、國徽、
國歌都是國家很
莊嚴的象徵，都
需要受到尊重。
倘任何人對社會
現 狀 有 不 滿 的
話，也不要損害
國家莊嚴形象，
應透過和平示威
抗議表達訴求。
鄭先生昨日在電

台 「 烽 煙 」
（Phone-in）環節
問到林鄭月娥關於
球迷噓國歌事件。
他批評那些人並非
「正宗球迷」，而
是帶有政治性的，
期望特區政府可禁
止這些人再次進入
球場。
林鄭月娥回應

說，國歌法成為了全國性法
律，應該透過香港基本法附件
三於本地落實執法，並強調年
輕人是需要有國家觀念，國
旗、國徽、國歌都是國家很莊
嚴的象徵，都是需要受到尊
重。
她坦言，「立了法當然是要執

法」，但此等行為不能單靠執法便
可解決問題，「純粹透過執法，恐
怕未能夠處理到這個問題。你想想
如果一場足球賽裡面，周圍都是做
這件事，警察可以執幾多法？可以
拉幾多人呢？」

有不滿不應損國家莊嚴
林鄭月娥呼籲，倘有關人等對
社會狀態有不滿，不應採取損害
國家莊嚴形象的方式表達，「要
發洩都不要拿國家象徵來發洩。
如果對特區政府有不滿的話，要
發洩都可以來找我們（特區政
府）。日後重開政府總部東翼前
地，可以來示威抗議。」

■■林鄭月娥希望年輕林鄭月娥希望年輕
人可以成為有國家觀人可以成為有國家觀
念念、、有香港情懷有香港情懷、、有有
世界視野世界視野、、有公民意有公民意
識識、、願意承擔的公願意承擔的公
民民。。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莫雪芝記者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須須
尊重國旗尊重國旗、、國徽國徽、、國國
歌歌。。圖為港足在亞洲圖為港足在亞洲
盃外圍賽對馬來西亞盃外圍賽對馬來西亞
時時，，有球迷噓國歌有球迷噓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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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主動提到，有一些英國評

論員、政客對香港司法制度的講
法非常不公道，「完全忘記了其
實我們是有非常獨立的司法系
統，我們今日很多非常任終審法
院的大法官，起碼有8位都是來
自英國的前大法官，現在還坐在
終審法院處理案件。如果這些英
國法官認為我們的法律不夠獨
立，是否覺得這些著名英國前大
法官跟我們一起同流合污，損害
香港的法制呢？」

檢控獨立 依法不受干預
被問到反對派中人建議律政
司將刑事檢控權完全轉交刑事檢
控專員，以免影響「公眾觀
感」。林鄭月娥強調，不能以
「觀感」決定重大政策，否則非
常危險，強調檢控獨立寫於香港
基本法，不受任何干預，誰人做
律政司司長都要按香港基本法
辦事。
她續說，律政司有權覆核上訴
申請，是否受理屬法庭的責任，
「如果法庭說這樣的個案都拿來
上訴，摑他兩巴，大家就可以評
價。但大家最近很關心的一件
事，法庭是很清晰在判詞寫了有
法律理據來做這件事，所以我聽
到有一些對袁（國強）司長的評
價是非常不公道。」
在立法會答問會上，民主黨議
員許智峯聲言，「雙學三丑」等
在囚者是「為了土地的公義、為

了守護家園、為了香港的民主發
展、為了香港人可以當家作主
這 個 民 主 訴 求 而 犧 牲 了 自
己」，並質疑林鄭月娥「麻木
不仁」。林鄭月娥反駁，香港
是一個注重法治的社會，身為
行政長官，捍衛法治是她的重
要責任，倘有違法行為出現，
政府一定要執法、檢控，然後
交獨立的法院處理。

不能自詡追求理想而違法
她強調說：「我不希望議員帶

出一個信息，說可以違法去達到
某一種目的，英文有個說法是有
些時候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因為這個社會需要有
規有矩，不可以隨意按着自己的
意願，或自己認為追求的理想而
違反法律。」
被問及她會為這些在囚者做點

什麼時，林鄭月娥說：「我作為
一個天主教徒，我每一日都為香
港祈禱，特別為香港青年人祈
禱，希望他們成為我對於青年人
的期盼—有國家觀念、有香港情
懷、有世界視野，以及是一個有
公民意識、願意承擔的公民。」
公民黨議員郭家麒也在答問會

中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進行
「政治檢控」，令議員喪失資
格，林鄭月娥重申，「袁司長沒
有做任何政治檢控，否則法庭就
會判我們每次都輸，事實上全部
都是經過一個獨立的司法機關判
出來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