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歌法本地立法將先諮詢
聶德權：條文適用規管網上行為 倘違法警方會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

歌法10月1日在內地生效，全國人大

常委會正審議將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

法附件三的草案。香港特區政府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國歌

法在本地立法階段會諮詢立法會及公

眾，現談論細節仍言之尚早，相信國

歌法會符合香港基本法及保障言論自

由。他並指，條文將適用於互聯網行

為，若有人在網上進行非法行為，警

方會跟進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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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教育
界愈見積極透過不同活動，讓青少年學生
更深入認識國家。教聯會調查發現，學界
較常推行的多種國情教育活動，今年參與
學校比率皆有所增加，其中87%學校有組
織學生到內地參觀訪問，較去年大增20個
百分點；另有近六成中小學與內地締結姊
妹學校，比去年上升6個百分點。不過，在
有關國情教育支援配套方面，仍有逾半受
訪教師認為不足夠，期望特區政府提供更
多資源，讓教師參考和使用。
教聯會上月向全港學校發問卷，調查學

校在國慶期間的慶祝活動，及教師對國情
教育的看法，共收到192份中小學教師有效
回應。結果顯示，今年有86%受訪教師所
在學校有進行國慶節升旗禮，60%表示有在
國慶日掛國旗，分別比去年增加6個和10
個百分點；不過今年僅49%學校以唱國歌
慶祝國慶，比去年下跌8個百分點。
在平日最常見的國情教育活動方面，87%

受訪者指其學校今年曾組織學生到內地參
觀訪問，較去年的67%大增20個百分點；
另有較多學校與內地締結成姊妹學校
（59%）、以班主任課作國民教育（47%）

及進行國教展板展覽（44%），三者比率都
比去年同類調查增加。

教聯會：學生增國家自豪感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分析指，特區政府
增加支援是參觀內地的主要增長原因。教
聯會理事、通識科教師吳壁堅則表示，自
己學校學生從內地回來後，對國家的認識
和自豪感都有所增加。
不過，調查發現53%教師認為推動國情

教育支援不足，另有51%認為推動「一國
兩制」教育支援不夠。不少受訪者希望特

區政府可於相關方面增加人手，提供教學
資源、活動經費津貼及資助，及提供合理
課時，避免只重視創科而忽略國情教育。

促多撥資源深化國情教育
胡少偉認為，特區政府有責任提供相關
資源給有需要的學校參考和使用，例如有
關大灣區、「一帶一路」等議題，由專家
設計教材會較教師有效率，令學生受益。
調查顯示，有74%受訪者認為國情教育

應加入「國家的歷史與發展」課題，亦分
別有逾六成人指應加入「內地人民的生活
現狀」、「國家發展所遇到的困難與機
遇」、「國際社會中的今日中國」等課
題，可見教師普遍認為，透過有關內容深
化學生對國家的全面認識，是國情教育的
發展方向。

87%港校有北訪 六成已締姊妹校

■胡少偉指，學校組織學生到內地參觀出現較
大幅度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昨日在立法
會大會上提出質詢，問及將來國歌

法在本港立法實施後會否設追溯期，及
有關法例會否把在互聯網上發佈對國歌
進行二次創作的作品定為刑事罪行等。
聶德權回應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將國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決定
後，特區政府會啟動本地立法工作，屆
時立法會將有充分機會就國歌法進行討
論及審議。
至於立法時間表、如何進行諮詢及如
何釐定罰則，他指現在仍言之尚早，特
區政府內部完成討論後會再作交代。

他又提醒，一般現實世界的法例也適
用於互聯網世界，若有人在網上進行非
法行為，警方會跟進調查，「警方經常
呼籲市民應正當合法地使用互聯網，不
要傳遞不負責任、教唆他人犯罪等信
息。但凡有人在網上進行非法活動，警
方會搜集證據並作出跟進調查。」

李慧琼促增國家認同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過去

屢次見到有人噓國歌，詢問有關當局將
會如何增加市民對國家的認同感。
聶德權表示，有小部分人作出對國歌

不尊重的行為或情緒，這是非常遺憾
的。
他強調，社會應培養正確的文化及價
值觀，「社會上我們必須培養文化及價
值觀，縱然我們有不同意見或情緒，但
我們必須透過適當及合法方式表達。有
些不適合行為，我們不能做。我相信大
家都有這認知及文化，這些情況不會出
現。」

張國鈞關注立法時間表
另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則追

問何時展開本地立法，「到底局長你有

否諮詢具體時間表及立法時間表，讓香
港人清楚知道（特區）政府規劃如何？」
聶德權指出：「首要我們會先就本地

立法，符合香港憲制及法律制度如何
做。我們先做內部工夫，及內部起草有
關大綱，才作為基礎諮詢立法會及公
眾。我認為這是比較有效方法。」
他強調，國歌法本地立法工作，亦會
保障言論自由。
他說：「（香港）基本法保障言論自

由及其他相關權利，因此經立法會審議
通過的本地法律，我相信一定會符合基
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孫琳、沈
世玄 北京報道）
由大律師馬恩國擔
任團長的中澳法學
交流基金會「一國
兩制」訪京團昨日
拜會中國法學會。
馬恩國在會面後會
見傳媒時表示，國

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後，立法會及法
律草擬專員應就本地立法問題進行探
討。
訪京團一行20人，主要由香港大律師
及律師組成。馬恩國表示，在與中國法
學會會面期間，雙方談及國歌法立法相
關問題。料本月4日全國人大將表決通
過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成為全國
性法律，並在香港實施。
他指，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一般有

兩個步驟，第一是本地立法或以公佈形
式，讓其在香港適用，公佈形式可能沒
有本地立法形式好，因為國歌法有些條
文在香港不適用，比如行政拘留方面，
因為香港法律體制不允許沒有庭審、沒
有法院判定就拘留一個疑犯。因此在香
港立法時應用何種形式來處理有關問
題，這需要本港法律草擬專員及立法會
去討論，屬於香港本身的法律立法範
圍。

交流理解中央全面管治權
他又指，此次訪京主要談論如何理解十九大報

告提出的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的高度自
治權的有機結合。首先是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是否包括基本法裡面的所有權力，比如已列入
基本法中的修改、決定、解釋等8項權力，是否就
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或是還有更多權力，其次
是如何理解有機結合。
按照行程，訪京團今天將拜會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料將與主任李飛、副主任張
榮順會面；下午拜會國務院港澳辦，與副主任黃
柳權會面。明天下午拜會全國港澳研究會，4日晚
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現正審議將國歌法納入香港
和澳門基本法附件三，並補充國歌法刑
法。香港特區警務處前處長李明逵認
為，國歌法本地立法應設立追溯期，並
指現今科技先進，警方可按證據辦事，
不擔心執法會有問題。他又指，現時社
會資訊太過發達，散播很多「不成道理
的道理」，強調「港獨」違反香港基本

法，並不可行，呼籲年輕人看問題不要
太膚淺。

科技先進可追查證據
李明逵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當

國歌法於本地立法時，應設立追溯期，
「應該循常理角度去立法，如果有人趁
國歌法未立法前故意搞事，製造事端或
混亂，因此需要設立追溯期，我覺得好

合理，無可厚非。」
至於執法會否有問題，李明逵回應

指，「執法從來都不容易，如果執法容
易，警察就不值錢。」但相信以現今先
進科技，警方可按證據辦事，「旺角暴
亂都幾百人搗亂啦，一定拉到人！」
李明逵又認為，「港獨」只是一小撮

不了解歷史的年輕人提出，可能受人唆
擺。他直指「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
並不可行。「年輕人看看歷史，香港一
直依靠國家，在港英年代至回歸後，在
經濟、民生上相當程度上依靠國家，有

何道理要『獨立』呢？作為中國人，也
於情不合。」
他續說，現時社會資訊太過發達，散
播很多「不成道理的道理」，「很多人
看事情看得很闊，但很（膚）淺，網上
講你就信，沒認真研究是否合理、合
法、合情。」李明逵認為，大學校園可
在學術上討論「港獨」，但掛「港獨」
標語予人意圖鼓吹違法行為的印象，故
必須禁止，「舉一個例，在校園你可以
討論吸毒，是應該管制還是放寬（規
定），但你不應該鼓勵吸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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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逵：應設追溯期

■馬恩國接受訪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世玄 攝

■立法會昨討論國歌法本地立法事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聶德權表示，國歌法在本地立法階段會諮詢立
法會及公眾，但現在談論細節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學會亞洲研究中心日
前於英國國會發表研究報告指稱，香港回歸
20年以來，從公民發展、人權及司法層面皆
出現倒退，英國政府應加強監督中英聯合聲
明的落實情況。香港回歸祖國20年，「一國
兩制」的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該份報
告的指控完全信口雌黃，毫無事實根據，既
不反映香港文明法治、自由開放的真實情
況，更與香港大多數市民對落實「一國兩
制」的看法背道而馳。本港個別人與外國勢
力互相唱和，企圖誤導國際社會，這是對香
港主流民意的忤逆和挑戰。

這份由英國所謂智庫針對香港落實「一國
兩制」情況而作的報告，由其撰寫報告的成
員身份，已經暴露報告帶有強烈的預設立
場，毫無可信性、公信力可言。有份撰寫部
分報告內容的包括本港長期鼓吹「港獨」的
梁天琦，他因煽動暴力違法而官司纏身；還
有經常對香港人權、自由問題指手劃腳的英
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他早前
已被拒入境香港。有傳媒揭露他本來計劃來
港，與當時仍在服刑的羅冠聰、黃之鋒會
面。

梁天琦、羅哲斯參與撰寫該份報告，並向
英國國會提交，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就是
要攻擊「一國兩制」。本港鼓吹「港獨」者
與外國政客、政治勢力合流，打着要求「英
國監督中英聯合聲明落實情況」的旗號，明

目張膽引外力干預香港事務，其中的政治操
作意圖不言自明。

香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保持了良好
法治、高度自由，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這
不是香港、中國自賣自誇，而是國際社會的
高度認可。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23年將香港
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瑞士洛桑國際
管理發展學院連續兩年將香港評為「全球最
具競爭力經濟體」；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
《2016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司法獨立
排名全球第4，高於英國、美國等發達經濟
體；世界銀行公佈的2016年政府管治指數
中，香港法治指數在全球215個司法管轄區
中排第14位，為歷來最高。這些評價，代表
的國際社會的主流認知。

以此觀之，英國所謂智庫報告的「控
訴」，指責「『一國兩制』保護香港的希
望已經幻滅」、「香港的人權、自由情況
正在轉差」，根本是罔顧事實的憑空捏
造。這也更加證明，梁天琦之流的「港
獨」分子在香港已經沒有市場，唯有跑到
海外，借為外國勢力效力，借造謠抹黑
「一國兩制」，以危言聳聽來延續自己虛
幻的政治存在，換取自己可憐的政治利
益。但謊言終究是謊言，他們這樣做，只
能讓港人更加認清他們的真面目。相信香
港的主流民意，必將更加堅決地唾棄詆毀
香港的言行和人物。

勾結外力詆毀香港 信口雌黃忤逆民意
受騰訊等新經濟股帶動，港股昨日尾市節節上升，

收報28,594，上升348點。繼眾安在綫之後，閱文集
團、雷蛇等新經濟股在IPO中均大受投資者歡迎，反映
投資者對新經濟的認受性越來越高。新經濟股在香港股
市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角色越來越重要，顯示本港資本
市場正在順應全球發展趨勢而進行新一輪的調整。這種
轉變對經濟發展有啟示作用，猶如無聲的召喚和無形的
動力，推動政府、企業和市民關注並投入新經濟發展的
大潮。

香港股市近期新經濟股表現突出，例如首隻金融科
技股眾安在綫，早前上市超額認購400倍，日前閱文集
團更超過逾600倍，凍資5,200億元，成香港史上凍資
金額第二的新股。正在招股的雷蛇亦持續受到熱捧。眾
安在綫上市後曾升逾5成，後兩者的表現亦備受市場睇
好。若這些股票持續讓投資者嘗到獲利甜頭，將產生正
向效應，令投資者更積極擁抱新經濟股，讓更多的資金
向這些股份傾斜。

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後，香港人曾有「High tech揩
嘢、Low tech撈嘢」的說法。但時移世易，當前新經
濟在全球範圍內蓬勃發展，不少企業都有不俗的盈利，
美國的蘋果、Google，香港上市的騰訊，都是資本市
場的龍頭股。事實上，目前哪怕仍在投資期的虧損企
業，很多亦有龐大的用戶和潛在用戶群，現金流充裕，
早已不是當年徒具概念的科網股可比。現時全球約有
252間估值逾10億美元而未上市的「獨角獸」企業，
當中98間為內地企業，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包括紐約、
倫敦、新加坡都在爭奪這些「獨角獸」。香港要繼續成
為亞太地區的重要集資平台，就必須與時並進。特區政

府和港交所正在市場架構和規管上加速配合新經濟企業
的集資需求，其中最大的轉變是將引入同股不同權的公
司。事實上，新加坡在這些方面已走在香港前頭，去年
8月通過允許同股不同權公司上市。香港既有明確方
向，就應盡快落實，以免再錯失新經濟所帶來的機遇。

股市反映的是經濟發展的趨勢，新經濟行業在本港
金融市場的份額日益增加，對整體經濟發展亦是一種
啟示。新經濟不是一個單一產業，而是一種新的發展
模式，這些企業的成功，啟發我們重視現今經濟發展
模式的轉變。特首林鄭月娥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明確
提出要發展創新經濟，將本地研發總開支相對本地生
產總值的比率，由0.73%倍增至1.5%，正正是代表
着政府明確感受到新經濟的召喚，引領和推動全社會
急起直追。

進一步說，越來越多新經濟企業利用香港作為融資
平台，亦可推動本港實體經濟環節向前走。一方面，
與企業融資配套的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本來就是
香港的強項，而新經濟企業在港融資，可促使這些專
業服務業主動接軌新經濟；另一方面，市民大眾通過
投資市場接觸新經濟企業之後，將大大增加他們認識
和使用創新科技的誘因，在推動和建設智慧城市上大
有裨益。現屆特區政府在推動發展新經濟上有堅定的
決心，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檢視現行法例法規，掃除
窒礙發展的條文，以及開放政府數據等多項措施。而
這種經濟轉型的成功，有賴政府、企業和市民多方努
力和合作，善用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吸納新經
濟企業來港融資的過程中，借勢借力，達至香港在新
經濟的競賽中中興。

新經濟成股市引擎 經濟轉型借勢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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