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美芬籲勿再冒犯國歌
若本地立法遇拉布 港自行立法能力恐受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

附件三後，再有個別滋事分子於香港足球代表隊比賽

前噓國歌。本身是大律師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昨呼籲，現階段應避免再在大型場合冒犯國歌；又指

在本地立法期間如出現拉布，會令全國人大常委會考

慮香港是否有能力自行立法，而人大也有權因應情

況，在立法期間作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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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
表示，自國歌法納入基本

法附件三後，現階段應避免在
大型場合發生任何冒犯國歌的
行為，但在港足上周友賽巴林
時，卻再有人噓國歌，如果這
類事件一再發生，或會影響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觀感，使全國
人大常委會主動留意國歌法的
本地立法進程。
她續指，特區政府就國歌法
進行本地立法，屬於履行憲制
責任，是被動角色，故本來預
計不會觸碰追溯力問題。但如
果在本地立法期間，立法會出
現拉布或市民態度抗拒，或會
令全國人大常委會考慮特區政
府是否有能力進行本地立法。

是否納刑事 可由人大指示
對於在本地立法期間，是否
將國歌法納入刑事，梁美芬指

這並非必定由特區政府提出，
有可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因應
情況作出指示，因國歌法是納
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
律，特區政府必須要履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她又認為，列入基本法附件

三的全國性法律，是透過本地
立法或是直接公佈在香港實
施，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如果中央與地方關係好，空間
便相對較大。
港足上周友賽巴林，在比賽

前奏起國歌時，有個別滋事分
子發出噓聲，有的就繼續坐
下、背對球場，甚至聲言「去
廁所」而離開座位。
港足今晚會進行亞洲盃外圍

賽最後一場主場比賽，迎戰黎
巴嫩。足總表示會加派人手維
持秩序，呼籲在場人士不要再
噓國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國歌法的本地
立法備受關注，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
主任譚耀宗昨日表示，國歌法是全國性法例，
已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有責任讓國歌法在
本地立法，透過本地立法從而執法，相信特區
政府也會盡快做好這項工作。
譚耀宗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認為相關立

法將會在立法會中引起不少討論，相信大家都
會認真聽取各方建議。他表示，該法例的確立
旨在能鼓勵大家尊重國家、尊重國歌，而不要
再有任何不尊重的行為，日後若有具體法例
後，也要就違法行為承擔一定責任。鑑於本地
立法需要一定時間，希望大家在立法之前，同
樣要尊重國家，因國家對每個人都十分重要，
國歌是我們國家的象徵，作為中國人應該好好
維護國家的尊嚴。
對於應否設追溯期，他認為不同人士會持不

同意見，暫時無須過分討論，並重申希望能盡
快進行本地立法工作，順利執行。

聶德權：按慣例不設追溯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同一場合表

示，國歌法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是希望能按
照香港本地的法律制度制定法例，因此在具體
立法時，將按照本地法律原則進行立法。對於
國歌法應否有追溯期，他表示，依照本地立法
慣例，並不設追溯期，希望在未有本地立法實
施前，大家都要尊重國歌。
他表示，相信香港大部分市民都是尊重國

歌、尊重國家的。但如若有一小撮人因那些不
尊重、不文明、不禮貌的行為，不合比例地讓
別人覺得港人不尊重國歌的話，很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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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局
長楊潤雄昨日出席教聯會舉辦的「 2017施
政報告時事沙龍」，吸引近百名幼稚園、
中小學校長及老師出席。除幼師薪級表是
討論焦點外，會上亦有教師提出，不少學
生擔心文憑試通識科評卷制度是否公平的
問題，例如個別評卷員的「黃絲」政治立
場會否影響其分數，並期望教育局全面檢
視通識科。楊潤雄回應指，理解學界對通
識科有不同意見，未來局方會展開相關的
課程檢討。
為了讓前線教育工作者與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有直接交流的機會，教聯會昨日特別
舉辦「2017施政報告時事沙龍」，整場會

議約近一個半小時。會上先由教聯會的幼
稚園、小學、中學及大專界別發言人就施
政報告與相關政策訴求發言，楊潤雄並逐
一回應。

赴教聯會活動與教界交流
本身是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林翠

玲指，業界關注幼師薪級表的問題。楊潤
雄回應指，設立幼師薪級表會影響學校運
作，包括未來是否要令幼稚園仿效中小學
有派位制度、幼師流動問題等，局方既需
與業界討論當中的實際操作，也需要搜集
更多數據及資料去處理。
至於中小學界則關注未來適齡小學生人

數減少、中學生人數上升，局方將有何措
施應對教師人手分配及學校配套問題等。
楊潤雄回應指，局方已密切留意相關進
展，包括與因應對適齡人口高潮而須開辦
「大肚班」的學校討論，了解學校所需要
的協助，屆時會有適切措施幫助學校過
渡，呼籲學界毋須過慮。
在發問環節，有中學教師指出，文憑試

通識科是一大問題，包括有學生反映擔心
評核卷別的公平性問題，又指不少評卷教
師有教協背景，「好多同學擔心老師的政
治立場會有影響，作答要好小心。」
楊潤雄回應指，理解學界對通識科有不

同聲音與意見，未來當局亦會展開通識科

的課程檢討，「這些工作都要逐步去進行
的，我們不希望因為一次性的大改變，影
響教學生態，而是慢慢地為教育帶來一些
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明日恢復辯論特區政府的「一地兩檢」議
案。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表示，辯論會
直入政府回應的部分，之後表決，毋須處
理「自決派」議員朱凱廸上次動議的「玩
嘢」議案。「一地兩檢」的辯論預料可於
明日「煞科」。
梁君彥昨日會見傳媒交代明日及後日立

法會會議的安排。他表示，會議首項議程
是口頭質詢，之後就會恢復辯論「一地兩
檢」議案，直接進入特區政府回應的部
分，之後表決。對於朱凱廸上次鑽盡議事
規則空子，動議要求新聞界及公眾人士離
開，以拖延時間。
梁君彥指該動議的措辭是當天適用，所

以明日已經不需要處理。梁又指昨午已約
見建制派和反對派議員解釋有關安排，預
計後日可大致完成所有大會程序。
被問到有否可能再有要求新聞界離場的

動議，梁君彥坦言有可能，但上次朱凱廸
動議後，新聞界對此有很大意見，議員明
天會否再動議，由他們自行處理。
對於如何處理修改議事規則的程序，他

指議員如想修改議事規則，可以在本月
21日前通知他，最快可在下月6日的大會
處理，他會按慣例合併處理建制派和反對
派的修訂。

「一地兩檢」
料明日表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昨日與青年對談。針對青年
「上車」難的問題，他勉勵青年人放遠眼
光，努力追尋理想及事業，不要只着眼於
作為人生一小部分的置業，又呼籲他們量
力而為，按實質需要「上車」。
香港青年協會昨日邀請陳帆與青年對
談，現場有200多位青年，另同時安排網

上直播，讓網民與陳帆交流。曾半開玩
笑建議青年以買車代替買樓、「出去遊
走一下」的陳帆，被多次問到房屋及樓
價問題。他笑言自己沒有物業，也沒有
水晶球，自己也想知道樓價何時下跌，
呼籲青年量力而為，按實質需要置業，
又勉勵他們放遠目光，努力追尋理想及
事業，「不要只着眼於買樓，它只是人

生一小部分」，更應出外走走，參加工
作假期等，以增加人生體驗，學習書本
以外的知識。
陳帆又指，香港自2012年起已推出多

項需求管理措施，包括雙倍印花稅，但
由於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難以拒絕外來
人士來港置業，加上現時全球銀根寬
鬆、利息低，故很多人以買樓作投資，
直言難明香港房地產為何在世界各地都
如此吸引。
被問到會否透過修例讓工廈劏房合法

化，他指劏房如合乎法規、安全和衛生要
求，當局會持開放態度去考慮，而當局也
正草擬不同方案配合。
陳帆更自爆讀書時的「瘀事」，勉勵青

年永不放棄。他憶述，自己讀高中時多科
不及格，但老師最後以「留班會阻住師弟
妹無位上」為由讓他升班，也曾多次「走
堂」，如為了舉辦校際活動，在上課期間
到別的學校與該校校長會面，至中七時才
對前路感到迷惘，幸得老師鼓勵努力讀
書，成功入讀大學。

通識「黃師」惹憂慮 楊潤雄：會檢討課程

陳帆勉青年勿只想「上車」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致送紀念旗予楊潤
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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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足上周友賽巴林時，仍然有人噓國歌。 資料圖片

昨日，申訴專員批評食環署監管進口蔬果
有諸多不足之處，包括檢測過於鬆懈、海路
進口監察不足，而且化驗需時頗長，敦促食
環署改善。食物安全與市民健康息息相關，
備受公眾關注。香港食安工作長期受到市民
較大信任，港人亦以此為傲。如果本港蔬果
品質檢驗存在明顯漏洞，監管不能與時俱
進，埋下食安事故的隱患，就是辜負市民的
信任。為保障市民健康、維護香港食得放心
的國際形象，有關當局必須從善如流，增加
資源提升食品檢測的能力和效率，採取寧緊
勿鬆的高要求、高標準，及早堵塞食安監察
的漏洞。

眾所周知，包括蔬果在內，本港大部分食物
靠進口供應，這就對食物進口的品質檢測提出
了很高要求，食環署的檢測部門等同本港食物
安全的「守門員」。但申訴專員調查發現，本
港進口蔬果檢測環節存在不少紕漏，例如陸路
進口的蔬果，只抽查貨車近櫃門的貨物，櫃內
的蔬果可輕易避過檢測；海路進口的蔬果，佔
進口蔬果數量的6至8成，卻因「非高危食物」
的理由，從不在貨倉抽檢，只有去到批發及零
售層面才作抽檢；普通情況下，蔬果樣本化驗
需時19個工作天才有結果，其間未經檢驗證實
安全的蔬果已流入市場，很大機會已被消費者
食用。

本港一向以食物安全有保證為榮，但實際上
蔬果品質監察有不可接受的漏洞，若這些不足
不能盡快改善，本港的食物安全難有保障可
言，一直沒有發生重大食物安全事故，不過好
彩而已。以往的蘇丹紅、孔雀石綠事件，到近
年大閘蟹檢出含致癌物二噁英，都引起公眾不
安，業界蒙受重大損失，足以證明保障食物安
全非同小可，不能望天打卦，更不能有絲毫麻
痹大意、玩忽職守。

本港進口蔬果數量龐大，進入零售市場前
進行口岸邊檢、批發市場抽驗，不可否認工
作量大，食環署和檢驗部門難免承受巨大壓
力，但這絕不是食安專責部門檢測放軟手腳
的理由。

遇上緊急情況或食物事故時所抽取的蔬果樣
本，可在兩個工作天內完成檢測工作；食環署
亦表示，在口岸抽檢時，有按需要利用裝備抽
取放於貨車較高及較後的蔬菜，並會安排增加
抽取水果樣本的數目。顯然，提高蔬果的檢驗
效率，非不能也，關鍵是專責部門是否有決
心、有責任感，以及充足可供使用的資源。食
物安全關乎市民安全和香港形象，即使多花一
些資源增加檢驗的設備和人手，從嚴把關，提
高對市民的保障，都是非常值得，市民絕對支
持，有關方面應迅速行動，切勿意見接受，態
度照舊。

寧緊勿鬆堵塞食安監察漏洞
為期兩日的第31屆東盟峰會及相關會議昨日在

菲律賓馬尼拉揭幕，討論地區安全及經濟等議
題，預料與會國家會討論加快推進《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進一步鞏固中國與
東盟在經貿方面的合作關係。而香港與東盟長期
以來保持很好的經貿和人文關係，在促進經貿互
通、民心相通、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方面有着
獨特的優勢。本港日前已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和
投資協定，特區政府應在此基礎上全力推動搭建
促進貿易投資的平台，推動港商廣泛參與，既為
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發揮香港所長，亦進
一步增強本港作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樞紐的地位。

備受關注的RCEP協定由東盟10國發起，並邀
請中國、澳洲、新西蘭、印度、韓國及日本參
與。東盟國家處於「一帶一路」的陸海交匯地
帶，是國家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方向和
重要合作夥伴。中國與東盟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
的發展中國家自由貿易區，自「一帶一路」倡議
提出以來，合作日益密切。中國連續8年成為東盟
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也連續6年是中國第三大貿
易夥伴，2016年雙方貿易額達4522億美元，雙向
投資迅速增長。其中，中緬油氣管道項目、馬中
關丹產業園、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等，都
是中國與東盟合作的成功範例。

香港長期扮演着國家對外合作交流的橋樑角
色，在中國與東盟經貿合作上更是大有可為。香

港與東南亞的緊密經貿關係歷史悠久，東盟是香
港第二大貿易夥伴，也是香港的第四大出口市
場。香港不少商界組織、民間團體與東南亞的華
人華僑、商會保持着緊密的聯繫。這些基礎和經
驗，有利中資企業以香港作為支點，掌握當地的
經濟狀況和民情民意，順利推進「一帶一路」建
設。

香港與東盟日前新簽署的自貿協定和投資協
定，為香港的貨物、服務貿易和投資保護等方面
提供法律保障和更佳市場准入條件。配合2010年
成立的中國-東盟自貿區，以及2005年內地和香
港簽訂的CEPA，成為香港服務國家，促進和東盟
國家貿易和投資的有效平台。特首林鄭月娥指
出，國家發改委最快在年底將發表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規劃，香港社會要把握大灣區和「一帶一
路」戰略帶來的龐大機遇，包括為想進軍內地市
場的外國企業提供專業的法律、會計、保險等服
務，同時為中資企業「走出去」發揮「帶路人」
作用，成為對外交往合作的積極促進者。

香港與東盟的獨特關係和在國家中的特殊角
色，既可以幫助國家與東盟實現互利多贏，亦可
以促進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實現「國
家所需、香港所長」的最佳方向之一。面對此難
得的歷史機遇，政府部門應更主動作為，積極
「搭台唱戲」，社會各界更需凝心聚力、積極參
與。

香港和東盟加強合作 與國家共推「一帶一路」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