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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止辱國歌國旗 全港有責
梁振英批惡行損港譽 指以「表達自由」作擋箭牌「絕對荒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任一龍）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表決通過

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待本地立法後就會正式在香港實施。全

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昨日就香港接連出現侮辱國歌、國旗的行

為，舉出兩個例子，包括有學生在畢業典禮奏國歌時背向國旗或者舉傘，

以及立法會議員倒插國旗。他批評，這些行為令內地官員及民眾非常痛

心，而以「表達自由」作擋箭牌「絕對荒唐」，強調香港包括特區政府及

學校管理層必須採取應對措施。

梁振英昨日在一研討會上表示，香港出
現侮辱國家標誌的行為，內地官員及

民眾對此非常痛心、不理解及不接受，香港
必須採取應對、處理的措施。
他舉例指：「學校畢業典禮上奏國歌

時，有人舉起雨傘，但似乎無人去處理這些
學生，也無人去處理這些校長。內地有很多
人說，香港有立法會議員倒插國旗，有學生
在奏國歌時背向國旗或者舉傘。」

令內地官民對港印象打折扣
他強調，對於侮辱國旗、國歌的行為，
不能言過飾非，聲稱這是表達意見的自由，
「這些是絕對荒唐的說話」，又反問如果不
處理這些行為，「是否日後這些行為出現在
奏外國國歌、插外國國旗時，人家外交部或
者總領事館找我們（特區政府），我們都可
以不處理？當然不可以不處理。」
梁振英強調，這些行為令內地官員及民
眾對香港形象打折扣，影響比收緊個人遊、
限奶令及雙非孕婦零配額等大得多，「因此
每一個負責任的人，政府官員、學校管理當
局等等，都必須履行他們的責任，為官避事
平生恥。」
今年曾就國歌法立法和在香港實行國歌
法向全國政協遞交提案的全國政協委員馮丹
藜，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說，
香港應當通過立法程序將國歌法的規定在本
地貫徹實施，可以針對香港的實際情況，制
定若干實施細則。
她指出，香港近年來接連發生了有人在
公共場合公然踐踏國旗、在國際體育賽事上

噓國歌的事件，且隨着「港獨」勢力日益猖
獗，此事有愈演愈烈之勢。根據香港現行法
例，對制止及懲處此種行為力度極為有限，
不能壓制「港獨」等破壞國家統一的反動勢
力的囂張氣焰。
面對這一形勢，廣大香港同胞呼籲中央
立法，彌補香港現有法律漏洞。她指出，侮
辱國格、損害民族尊嚴，有國法侍候，是法
治社會的應有之義。這也是履行基本法憲制
責任，以法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的應有之
義。
馮丹藜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

定，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確保
了國歌法在香港、澳門得到落實和執行，維
護國家、民族尊嚴，增強港澳同胞的國家意
識和愛國精神，具有重要意義，其必要性、
適當性和及時性都顯而易見、不容置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寶峰 北京報
道）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央黨校教務部主
任謝春濤昨在北京出席中國記協舉辦的新聞
茶座時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國歌法納入香
港基本法附件三的重大決定，是個非常好的
決定。

「國民須有國家意識」
他說：「一個國家，國民得有國家意

識，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
區，我們實行『一國兩制』，前提是『一
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只要是這個國家
的一分子，就應該有國家意識，應該有對國
旗、國歌、國徽應有的尊重。」
謝春濤指，過去在香港出現極少數人對

國旗、國歌不那麼尊重的表現，顯然這個做
法是讓包括香港絕大多數同胞在內的中國人
所不能認同的。國際社會按照慣例，很多人
也是不認同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得尊
重自己國家的象徵，包括對於別的國家的國
家象徵，也應該表現出應有的尊重。「我個
人對香港極少數人的做法非常不滿意。」
謝春濤還表示，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作
出的這一重大決定，一定會在特區盡快得到
執行。我們注意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
特別行政區作出了積極的反應，很多人認為
這麼做是對的。
此外，「我注意到，新一任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提出，要在香港的初中進行中
國歷史的教育，這也是非常必要的。」

謝春濤：應尊重國家象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表示，特區政府在國歌法本地立
法的過程中，會從不同途徑聽取市民和社
會人士的意見，並在諮詢期間進行討論。
他指出，沒有一條法例可以完全把所有具
體情況逐一寫清楚，最重要是大家清楚法
例原則，就會知道要如何做，「國歌法最
重要的目的是希望維護國歌的尊嚴，這是
一個很基本的要求，很多時候我們對其他
國家播放他們的國歌時，我們都會尊重，

所以對自己國家的國歌作出尊重，這點十
分合乎常理。」

袁國強：立法過程會聽意見
袁國強昨回應傳媒提問時指出，國歌法的

本地立法工作有兩個大原則，一是要維持立
法目的和原意，另一個則是兼顧香港獨有的
普通法法律制度，和香港法律制度之下有關
的保障，兩者之間需要取得平衡。他強調，
特區政府在立法過程中會聽取各界意見，

「至於實際具體如何做，我相信往後有關的
政策局會有具體的研究和考慮。」
至於會否寫得清楚如何執法，袁國強表

示，每條法例訂立時也會兼顧執法問題，
但條文的詳細程度，就要視乎法律的性
質，「因為沒可能一條法例可以將所有以
後會遇到的事情都寫得如此詳細。」最重
要是法例的原則清楚，這樣市民就會知道
如何做，「所以我相信大家往後跟有關原
則就可以。」

法例難「咩都寫晒」了解原則最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全國人大
常委會日前通過將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社會各界都關注應如何為相關法
例進行本地立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
法會議員田北辰昨指出，國歌法愈快立法
愈好，並認為特區政府宜交出方案讓公眾
討論。至於法例內容的制定，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
毅表示，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所有納入
附件三的均為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律，
香港須盡可能立法實施當中的條文，又指
國歌法並非每條條文都有刑責，而奏國歌
時要肅立等，其實只是給市民守法的指
引，並不會損害任何人的自由或權利，看
不到有什麼理由香港要拒絕。

田北辰倡交方案讓公眾討論
田北辰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相信國

歌法的本地立法過程並不簡單，部分討論
例如如何執法等，相信會花費不少時間。
他認為，事前要有廣泛諮詢，而政府亦應

該交出方案讓公眾討論。至於法例內容方
面，他認為除了觀眾行為之外，播放者的
意圖亦須考慮，應加入不得利用國歌作不
當意圖的條文。
至於部分人斟酌奏國歌時是否需要肅

立，田北辰直言，這是「不需要討論」
的，因為在奏國歌時坐着，明顯就是不尊
重，就如部分立法會議員亦是坐着不肯起
立，以示對別人的不尊重一樣。

港須盡可能立法實施條文
陳弘毅接受同一節目訪問時，詳細解

釋了為全國性法律立法的原則。他指，
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所有載入基本法
附件三的，均為適用於香港的全國性法
律，香港須盡可能立法實施當中條文，
「除非是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文，例如是
針對內地機關，而香港沒有這樣的機
關。」
就「應當肅立」的討論，陳弘毅坦言香
港的法律較少採用應當的字眼，但指這是

全國性法律，「不論在內地或本地，這條
並不包含罰則，並無刑事作用，只是給市
民一個指引。」因此，他認為在本地立法
時，應加入有關條文，而這亦不會損害任
何人的自由或權利，而市民遵守法律亦不
應是因為怕被處罰，而是大家有守法的習
慣。事實上，類似情況其實在大學的畢業
禮也有，「一開場亦有奏國歌，而大家亦
會起立。」
有人認為對國歌的尊重，加強教育就可

以，毋須寫入法例，陳弘毅認為兩者相輔
相成，並指「學校是教育市民守法」。至
於《國旗條例》沒有「跟足」全國性法例
的內容，他認為，由於無人異議，故亦毋
須修改。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則

稱，本地立法時無必要把內地的法規全套
引入香港，包括「應當肅立」的部分。
他聲言這是「意識形態的條文」，難以

執法，但同時稱，不加入肅立致敬的條
文，不等於沒有規範。

陳弘毅：肅立屬指引不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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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出席研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針對外界對國歌法本地立法的一些疑慮和擔
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表示，本地立法最重要
目的是維護國歌尊嚴性，同時也兼顧香港本身實
行的普通法法律制度，至於具體的法例條文，則
不可能把所有的情況都逐一寫出來，但只要立法
原則清晰明確，廣大市民將有法可循。袁國強這
番話向社會大眾解釋了特區政府落實國歌法本地
立法的主要原則和法律重點，澄清了坊間的一些
誤解。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盡快進
行國歌法的本地立法，是香港特區政府履行憲制
職責的應有之舉，所謂倉促進行本地立法將成
「擾民陷阱」，完全是反對派為拖延本地立法進
程而刻意製造的種種妄議之言。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將國歌法列入港澳特區
基本法附件三的決定之後，對國歌法進行本地立
法，確保國歌法能夠在香港特區有效地貫徹落實，
就成為特區政府刻不容緩的工作。對於如何進行本
地立法，袁國強昨天強調，首先就是要維持國歌法
的立法目的和原意。為什麼要有國歌法，其立法目
的和原意是非常清晰的，就是因為國歌同國旗、國
徽一樣，是憲法規定的國家象徵和標誌。以法律形
式來維護國歌的尊嚴，就是維護國家、民族和全體
國人的尊嚴，這是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遵循的原
則。因此，香港對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首先就是
要突出這個原則，有關法例應包括這些內容，所有
的港人都應尊重國歌並維護國歌的尊嚴。

以法律形式來維護國歌的尊嚴，這在香港社會特
別具有現實需要以及迫切性。前些時候，本港極少
數人受「港獨」思潮影響，國家意識淡薄，甚至對
國家抱有抗拒敵視情緒，他們屢屢在一些公眾場合

肆無忌憚地對國歌作出喝倒彩等不尊重行為，公然
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和社會價值底線，對香
港的國際形象以及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都帶來相當
嚴重的負面影響。國歌法進行本地立法之後，上述
刻意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就屬於違法行為，將受到法
律的禁止並將受到法律的懲處。

另一方面，袁國強也強調，在本地立法的時
候，會廣泛徵詢市民意見，兼顧到香港普通法的
法律制度，兩者之間將取得平衡。的確，香港實
行的普通法制度，與內地的法律體系有所不同，
內地的國歌法的若干具體條文，不一定全部適用
於香港的實際情況，這就需要在本地立法的過程
中，予以適當的平衡。在這方面，香港已經有豐
富的立法經驗，國旗法和國徽法早已納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並完成了相關的本地立法程序。因
此，廣大市民相信，國歌法的本地立法也將會順
利地進行。

需要指出的是，本地立法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
都逐一寫出來，因為，這樣一來不現實，二來也
不適用於法律的寫法。至於反對派聲稱如果不寫
得一清二楚，恐怕會擾民及令人誤墮法網云云，
顯然就是別有用心的拖延、干擾之術。或者就是
根本沒有認真看過有關法律。國歌法第十五条寫
得很清楚，所要禁止的，是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
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
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行為。很顯然，只要
確定了相關的法律原則，廣大市民就可以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如果不是刻意去挑戰法律，故意
作出一些不尊重國歌的行為，就根本不必擔心會
觸犯相關的法律。

國歌法本地立法維護國歌尊嚴又兼顧香港法律
金管局昨公佈，受惠本港和環球金融市場持續

上升，外匯基金取得良好成績，第三季投資收入
為 536 億元，首三季合共投資收益為 1898 億
元，較去年同期多賺一倍，已超過去年全年總收
益，創下歷史新高。展望未來，金管局總裁陳德
霖預計表現會持續向好，但他亦提醒往後或有回
吐壓力。的確，今年以來，香港整體的經濟基調
不俗，這主要得益於內地經濟表現理想，為香港
經濟提供強勁的動力，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地
因素將有力支持香港經濟持續向好。因此，無論
對香港下一階段的經濟還是股市，都值得投下信
心一票，港股也於早前創下10年新高。不過，
環球經濟依然有不少隱憂和不確定性，投資者必
須居安思危，做好風險管理，以求持盈保泰，避
免萬一形勢逆轉而導致措手不及。

外匯基金第三季的536億元收入，儘管較第二
季少賺24%，但依然較去年同期增13%，其中
港股和其他股票分別賺144億元和賺188億元，
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陳德霖指出，市場的樂觀
情緒相信可以持續至第四季，而高估值資產亦有
利於外匯基金的表現。只要今年第四季不出現虧
損，外匯基金收入必將超過2007年逾1400億元
的紀錄。但陳德霖亦指出，需要注意潛在風險，
尤其要留意美國加息、朝鮮半島等地緣政治風
險。無獨有偶，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昨天亦撰文
談及防範金融風險，一度引起內地與香港的金融
股大跌。但最終兩地股市均收復失地，充分顯示
市場氣氛之熱烈，騰訊旗下之閱文集團近日招
股，更是引起全城轟動，2015年4月「港股大時
代」似乎重臨。

港股今年首3季累計上升超過25%，第4季亦
開局良好，歐美經濟改善、美股屢創新高等因
素，固然令投資者樂觀，但最基本的支持因素，
還是中國內地和香港自身經濟基調良好，尤其是
內地的產業結構轉型取得明顯成績。而中共十九
大的召開，確定中國進入「新時代」，迎來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更令全世界對中
國未來投下信心的一票。受惠內地經濟蓬勃增
長，為香港經濟提供了巨大的發展動力。包括滬
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在內的兩地金融市場互聯
互通不斷深化和落實，香港可以繼續率先得益於
內地經濟改革的好處。加上粵港澳大灣區、「一
帶一路」建設、亞投行等國家重大發展規劃為香
港預留了發展空間，也為香港經濟騰飛提供了契
機。

不過，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在牛市時特別容易
忽視負面因素，香港作為開放型細小經濟體，尤
其要注意防範風險。美國10月宣佈啟動漸進式
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初期每月減少100億美
元，未來縮表規模不斷增加。本港實行聯繫匯率
制度，美國縮表、加息勢必對本地金融市場、實
體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環球地緣政治風險更是從
未停止，其中朝鮮半島局勢持續緊張，中東多國
均面臨不同隱憂，但對資本市場並未產生太大影
響，顯示投資者警惕性不足，忽視了可能的潛在
影響。然而，一旦朝鮮半島或中東擦槍走火，都
足以對地區以至全球局勢產生巨大影響。投資者
在保持信心的同時，必須提高風險意識、做好風
險管理，時刻提醒自己：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才
能立於不敗之地。

外匯基金收入飆升 股市風險切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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