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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歌法本地立法需具五要素
李飛會見訪京團 指具體操作視本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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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京團昨早拜會全國人大

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張榮順等會面。馬恩國會後對傳媒

引述李飛指，香港對國歌法本地立法，五點核

心要素不能少（見表），具體操作要看香港本

地情況；又指「一地兩檢」安排只是針對過關

的人行使檢查物品、檢疫疾病等權力，不存在

跨境執法的問題。

馬恩國表示，此次與李飛見面探討兩個話題，其一是
他問到國歌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後，香港對國歌法

本地立法空間有多大。他引述李飛回應指，香港對國歌
法本地立法核心要素不能少，具體操作要看香港本地情
況。

不容許「二次創作」音詞不可改
他引述李飛指，核心要素包括五點：一是歌譜要按照國
歌法附件所列出的歌譜標準；二是國歌不可以作為商業用
途，也不容許「二次創作」，改變音和詞都不可以；三是
奏唱國歌時要有一定禮儀，在場人士應該肅立，李飛舉例
說現在一些場合奏唱國歌很多人不站立，將來立法後會改
變；四是強制性的中小學國歌教育，目的不是讓中小學生
背熟歌詞，而是讓他們明白歌詞的背景，包括歌詞帶出的
中華民族抗日精神；五是必須規範處理在公開場合侮辱國
歌。

「一地兩檢」不存在跨境執法
馬恩國指出，雙方另一個話題是談及「一地兩檢」。他
引述李飛指，「兩檢」本身已是尊重「兩制」，有「兩
制」才有「兩檢」，否則只需「一檢」。所以，「一地兩
檢」並不傷害「一國兩制」。香港市民不必擔心跨境執法
問題，「一地兩檢」安排在行使權力時僅針對特定人物、
特定地點及特定事項。即使是在受內地法律管理「內地口
岸區」，亦只是針對過關的人行使檢查物品、檢疫疾病等
權力，「不存在跨境執法的問題。」
他續引述表示，如果香港市民有擔心，可以去皇崗口

岸過關進入內地，不一定去高鐵「一地兩檢」。內地公安
的編制亦有職權劃分，很詳細，重申不必擔心「一地兩
檢」會帶來跨境執法問題。

袁國強：本地立法完成前不貿然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
常委會明日會就各項議題作表決，國歌法預
計會於明日通過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成
為在港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不少人都關心有
關法例在本地立法前的「真空期」的執法問
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表示，會以本地
立法方式實施國歌法，不會在本地立法完成
前貿然執法。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
家驊認為，特區政府表明不會在這段時間執
法，有助減低問題複雜性，但仍需盡快立
法，將灰色地帶的時間減至最短。他又指，
尊重國歌是國民基本要求，而噓國歌、做不
文手勢等是明顯不尊重的表現，界線清晰，
籲市民勿以身試法。

對於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回應指，根
據基本法十八條規定，凡列於附件三的法
律，將有兩種處理方式，分別為由香港特別
行政區在當地公佈或本地立法。他指出，特
區政府已多次重申，會以本地立法方式處
理。他強調，當本地立法工作尚未完成，法
例還未生效前，特區政府不會貿然執法。

湯家驊：需盡快立法減「灰色地帶」
湯家驊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認為，國歌法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後、但未完成本地立法前，
是一段執法的灰色地帶，由於香港社會及特區
政府未談論過在港實施國歌法的細節，市民或

會感到混亂，希望市民在這段時間不要以身試
法侮辱國歌，特區政府表明不會在這段時間執
法，有助減低問題複雜性，但仍需盡快立法，
將灰色地帶的時間減至最短。
他指出，由於立法會將會忙於處理「一地

兩檢」立法及修改議事規則，如果在下一個
立法年度完成處理國歌法本地立法，已是十
分理想。
對於國歌法的本地法例如何釐定尊重國

歌，湯家驊強調尊重國歌是國民基本要求，
而奏國歌時站立是國際間基本尊重國歌的方
式，至於噓國歌、做不文手勢或背向會場等
就明顯是不尊重國歌的行為，界線清晰，也
是社會共識，相信本地立法時會釐清有關情

況。
他又指，香港現時已有規範相近的《國旗

及國徽條例》，最高判刑是判囚3年，相信
國歌法的本地法例刑罰都不會偏離太遠。

周浩鼎料毋須設追溯期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也認為，

如果在國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完成本地
立法前的「真空期」執法，將會造成不確定
的因素，公眾也未知悉法律細節及刑罰，又
指普通法的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相信國歌
法的本地法例也毋須設追溯期。他強調，噓
國歌明顯是不尊重國歌的行為，立法後有機
會觸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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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昨日在
京會見「一國兩制」訪京團。訪京團團
長、大律師馬恩國在會後對傳媒透露，
黃柳權在會見中就國歌法實施後在香港
執法問題強調，執法目的不在於懲罰和
拘人坐監，重點還是增加對港人特別是
年輕人的愛國教育，增加對國家認同
感，亦希望香港能做到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違法必究。
訪京團成員提出國歌法在港存在執法

問題，特別是如果出現集體違法情況
時，該如何執行。馬恩國轉述黃柳權回
應指，港澳辦希望香港就國歌法本地立
法能有效維護國家和國歌的尊嚴，也希
望香港特區政府能做到有法必依、執法
必嚴、違法必究。「他在會面時強調，
懲罰並不是執法的目的，不是為了拘人
坐牢或者是懲罰，重點的目的是要教育
香港民眾愛國，增加廣大市民對國家的
認同感，特別是年輕人。」

中央通過監督落實管治權
中央全面管治權與香港高度自治權亦

是昨日雙方談及的重要內容。馬恩國援
引黃柳權指，香港回歸祖國主權包括治
權，中央在「一國兩制」下不會直接行
使治權，但是並不代表中央沒有治權，
香港的管治團隊是代表中央行使權力，
中央會通過監督特區政府去履行這些責
任，去維護法治及履行憲制責任。比
如，二十三條立法、處理「港獨」、落
實憲制責任等問題，這些都是特區政府
要去做的，中央不會直接參與，如何落
實管治權？就是通過監督的方式。
另外，就國歌法在香港本地立法，馬

恩國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國歌
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從法理上講，意味
着這已經成為中央法律在香港適用的一
條，「就是說，該法律已經具有約束力
了，如果出現違法，是可以起訴了。」

但是，這位大律師指出，目前存在最大的問題是關
於違反國歌法的懲罰問題，如果違法將會受到怎樣
的懲罰尚未立法。他說，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會員
們認為，可以參考已經既有的國旗法、國歌法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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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 資料圖片 ■馬恩國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沈世玄 攝

■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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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天出席2017年博鰲亞洲青年
論壇（香港）並致辭。他以深入的闡述、翔實的數
據、感性的言語，向在座者和香港社會進行內容豐
富、全面準確、分析透徹的十九大報告宣講。他系
統而精煉地介紹了十九大所展示的大民主大特色、
大自信大氣場、大影響大格局，分享了對十九大報
告提出的新時代新思想、新目標新征程、新定位新
機遇。演講有助廣大港人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偉
大成就和歷史追求，深入理解十九大報告的深遠意
義和豐富內涵。王志民尤其鼓勵香港青年要不忘初
心，將個人發展與國家發展同步，續寫獅子山下拚
搏奮鬥的傳奇故事，開創無愧於時代的香港青年新
華章，為他們把握新時代和新機遇，指出了明確方
向和具體路徑。

日前圓滿閉幕的中共十九大，引領中國進入新時
代、開啟新征程，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全面
準確落實「一國兩制」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在香港社會中全面宣講十九大精神，不僅要向特區
政府官員宣講，也要面向社會各界來展示，讓廣大
香港市民深刻認識到十九大所包含的重要思想，特
別是全面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內地五年來發生的
重大變化所展示的新風貌、大格局，以及國家未來
發展宏偉目標和令人鼓舞的美好前景，從而發自內
心地更加擁護「一國兩制」，主動參與到國家現代
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之中，共擔責
任、共享榮光。這是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的一項重
要工作。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昨天面對出席論壇的2000多全
球嘉賓，包括不少香港青年和學生，用大量生動有
趣的細節以及眾多的數據，闡述十九大和大會報告

的重大啟示和重大意義。例如，引用十九大報告形
成過程以及黨章修改時所經歷的充分發揚民主的生
動實踐，描繪了十九大的大民主大特色、大自信大
氣場、大影響大格局，全面反映出中國共產黨作為
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以及中國的長期執政黨，所擁有
的恢宏氣勢和強大執政能力，給許多青年人都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王志民還用精煉的語言，配合大量豐富而生動的
事實，全面系統地概括了十九大報告所體現出來的
新時代和新思想，讓廣大港人深刻感受到香港回歸
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新發展新定位，以
及「一國兩制」事業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在偉
大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新發展新定位。王志民特別指
出，我們不應將關注點只局限於報告中直接論述港
澳的內容，而要從整個報告的大格局、大戰略、大
願景中去思考香港的角色、香港的機遇，從而把握
香港的未來、青年的未來。特別要看到報告中論述
內地發展的許多戰略機遇部署，實際上都和香港息
息相關。

的確，十九大報告所展示出來的國家未來發展前
景令人振奮，而實現這個偉大中國夢的十四條具體
方略成為國家未來發展的行動指南。廣大港人要深
刻理解十九大精神，不但要看論述香港這一部分，
還需要縱觀整個國家的發展全局，這樣才能真正把
香港的發展，放到國家發展的全局中加以謀劃，順
應大勢，找準定位，抓住機遇。青年人作為香港的
未來和希望，更要拓寬視野，跳出香港窄小空間的
束縛，把眼光放到整個國家和民族振興的大格局之
中，方能真正承擔起未來的責任，成為香港乃至國
家未來的建設者。

面向社會宣講十九大 助港人把握新時代新機遇
在反對派的拉布阻撓下， 昨天立法會最終被

迫休會，令高鐵「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議案
未能表決。為阻撓高鐵西九總站「一地兩
檢」，反對派拉布無所不用其極，竟然挑戰香
港尊重新聞自由、重視公眾知情權和參與權的
社會主流價值，作出犯眾怒的拉布行動。反對
派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只能暴露他們已經喪失
基本理性，不惜違背主流民意，犧牲香港整體
利益。反對派如此毫無底線地拉布阻礙「一地
兩檢」，只會令包括其選民在內的廣大市民都
感到失望和反感。相反，建制派議員充分展示
理性團結的精神，順應民意，為香港發展發揮
中流砥柱的作用。

為阻礙立法會討論政府提出的「一地兩檢」
無約束力動議，反對派出盡怪招陰招。繼上周
朱凱廸引用議事規則第54（4）條，一條塵封
20年的舊例拉布；昨日，他又引用《議事規
則》第88條，提出動議，要求新聞界及公眾
人士離場，這是在立法會成立以來從未被引用
過的。強調公開透明，尊重新聞自由，是本港
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本港的「沉默大多數」即
使不持明顯政治立場，但對這一點相當重視和
珍視，他們當中包括不少反對派的選民；反對
派自己也長期把尊重新聞自由掛在嘴邊。但
是，現在為了阻礙「一地兩檢」，反對派居然
冒天下之大不韙，出到趕走新聞界、公眾人士
的荒謬動議，不惜放棄政治原則、冒犯選民，
與香港的主流價值觀和民意背道而馳，將自己
的虛偽自私暴露無遺，令選民、市民震驚和失
望。

更令人齒冷的是，反對派為同黨「犯天
條」、惹眾怒拉布開脫狡辯，將打壓新聞自由
的責任推到政府身上；當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剪
布之後，反對派不服從主席裁決，大肆擾亂議
會秩序，導致梁君彥被迫宣佈休會。反對派再
次示範以少數人騎劫、癱瘓議會的「政治暴
力」。

高鐵「一地兩檢」便利港人和乘客出行，最
大程度發揮高鐵快速高效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並無摻雜政治因素，得到香港主流民意的認
同。綜觀圍繞「一地兩檢」的民意調查，均是
多數支持。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表，當然要
順應民意而行。反對派逆民意而動，千方百計
阻礙「一地兩檢」，將一黨一己之私凌駕主流
民意和公眾利益之上，充分暴露其漠視民意、
與民為敵的本質。

「一地兩檢」對香港經濟、民生發展都有重
大利好作用，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如
果「一地兩檢」不能通過，受損的是港人自
己。反對派冥頑不靈，為反而反，拉布阻礙
「一地兩檢」，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勢必被
民意所拋棄。

在此次「一地兩檢」反拉布戰中，建制派
以大局為重，緊守崗位，保持足夠的出席會
議人員，反對派以往靠點人數製造流會等招
數已失靈，無計可施，不得不使出踐踏民
意、自暴其醜的下下策，證明建制派團結合
作奏效。市民相信，只要建制派眾志成城，
反對派拉布拖垮「一地兩檢」的圖謀就難以
得逞。

拉布無所不用其極 挑戰社會主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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