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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的僭建風波，遭反對派不斷狙擊。

各界人士近日接連發聲，行政會議成員、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鄭若驊接任司長一職的時間很短，在很多

事情需要處理下，出現遺漏可以理解，希望公

眾給予她時間處理問題。行政會議成員史美倫

日前表示，近年擔任公職人員在私隱等層面代

價很大，要找人擔任公職十分困難，冀公眾給

予鄭若驊空間。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顧敏康

亦指，鄭若驊若非關心公義及社會，便不會放

棄豐厚收入擔任律政司司長，呼籲大眾不應單

憑一件事否定其貢獻。

各界盼給鄭若驊時間
勿憑單一事否定貢獻

民建聯日前訪問廣東省，
與省長馬興瑞及各相關部門
領導會面，提交了《先行先
試落實國民待遇建議書》。
建議書經深入研究和廣泛諮
詢後撰寫，就創業、就業和
生活三方面提出 16 項建
議，期望廣東省能先行先
試，對香港居民落實國民待
遇，以加強兩地人民的交
往，促進區域經濟、文化及
社會等各方面的融合，並提
高港人的國民身份認同感。

通行證可變內地身份證
基於歷史和制度因素，港

人至今仍未能在內地享有完
整的國民待遇，以致在內地
工作、學習和生活等受到不
少限制。我們提出的建議主
要有幾個重點，包括要求向
不在廣東省定居的港人發放
內地身份證明，或考慮將港
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經調
整後即可作為內地身份證明
文件，與內地身份證有同等
效用，以便利在內地接受教
育、工作和生活。就業方
面，我們希望有關部門研究
無須香港人在廣東省受就業
許可制度限制，令他們毋須
領取就業證即可工作，可以
如內地居民般自由選擇職
業，這樣可增加港人的就業
選擇，亦避免企業因手續繁

複而拒絕招聘港人。我們亦建議省政府
推出措施，包括設立專屬渠道，以鼓勵
及便利有志服務國家的港人加入省政府
公務員體系，參與廣東省的管治，增加
港人認識廣東省事務的機會。
教育方面，我們建議廣東省內其他城

市參考深圳的做法，讓香港籍學生可以
和非當地戶籍學生一樣申請參加積分入
學，享受當地中、小學義務教育，以較
低廉的價錢獲得更多優質的學習機會。
我們亦建議省教育部門參考內地「專升
本」的安排，容許港生就讀省內所有高
等院校第三年本科，因現時香港副學位
畢業的學生，只能插班升讀內地個別院
校。同時，我們亦關注長者福利，因而
建議省政府統一目前各主要城市的做
法，在公共交通工具及旅遊景區、景點
的優惠方面給予香港長者國民待遇。
民建聯訪粵及提交的建議書，得到省

長及多位領導的正面回應，當中有部分
建議更可望率先取得突破。我們深信推
動落實港人在內地的國民待遇，可以讓
港人進一步參與和分享國家發展的成
果，對國家、廣東省及香港而言，無疑
是一個三贏局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李慧琼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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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高鐵網絡有多便
捷？民建聯深水埗區議
員鄭泳舜近日在其
facebook專頁上載短片
「與舜同遊」，示範即
日香港往返湖南長沙，
由清晨5時48分摸黑出
發，直至8時15分乘搭
深圳北站開出的高鐵，
短短3個小時便到達湖
南長沙。一行人吃喝玩
樂乘搭晚上8時許高鐵
離開，回到深圳尚餘數分鐘便到12時，鄭泳舜無
奈說：「如果高鐵香港段開通，現在出一出站就
回到香港！」
鄭泳舜與同屬深水埗區議員的工聯會陳穎欣和
自由黨的李梓敬，及工程師鄭利明早前展開高鐵
之旅，其間到訪株洲的高鐵車廠、岳麓書院，亦
到處吃喝玩樂，發掘即使只有一天時間，行程也
可以十分豐富。鄭泳舜形容搭高鐵的感覺猶如搭
巴士，一轉眼便到達目的地，短短3小時的車

程，其間更看到雪景。
鄭泳舜說，湖南是個觀光好去處，「今日早點

起身，好像我參加跑步比賽，便能來到湖南，食
完晚飯，再掃街，再搭8時的高鐵回去，行程非
常豐富！」可惜鄭泳舜一行人最終未能趕及在零
時零分趕抵香港。隨着全港熱切期待的深港高鐵
香港段料於今年第三季開通，屆時這個即日來回
香港及湖南挑戰便能成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短片證高鐵便捷 鄭泳舜搭畀你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日在
香港電台發表《給香港的信》，
指政府於2005年將其屬下180個
公屋商場、街市及停車場交予領
匯（今改稱「領展」）上市，隨
之而來是領匯為追求利潤最大
化，大幅提升有關租金，迫使多
間小店結業，取而代之是連鎖
店，公屋市民亦失去多元化選
擇。她促政府成立專案小組，調
查領展早前轉售多個商場予私人
公司是否違法。
麥美娟表示，如今公屋商場

愈來愈難找到賣文具、玩具及
飛行棋的小店，處處都是連鎖
商店，商場設計亦是一式一
樣，批評政府當年為解決財政
問題，貿然將公共資產交到投
資者手中，導致今日屋邨居民
承受種種不方便，批評領匯未
有履行其公共責任。
麥美娟指，領匯在2016年旗

下街市加租幅度達27%，商場

舖租及停車場則分別上升23%
及11%，進取的市場策略，讓
領匯房產基金由最初200億元暴
升至1,700億元，更成為亞洲最
大的房產信託基金；但是「光
輝」背後，是犧牲數以千計小
店，及數以萬計居民的福祉，
亦成為社會關注點。
麥美娟形容，隨着領匯早前

再出售多個商場物業，可能導
致小店難生存、市民缺乏商品
選擇的情況更嚴重，政府有責
任帶頭，讓事情重回正軌。首
先，政府應該成立專案小組，
檢查領展轉售資產是否違法；
政府應該提供更多跳蚤墟市以
引入競爭；地方組織及工會定
期調查商場內的商品價格及租
金等，以幫助監察。
她最後指出，香港自詡為

「購物天堂」，除了提供物有
所值的交易外，亦應提供多元
化的商品，由大眾產品至奢侈
品皆有選擇。

麥美娟倡專組查領展有否違法
�&

唐偉康，請不要散播不負責任的言論

中共十九大報告強調，要牢牢掌握對
港的「全面管治權」，並提出要與保障
香港高度自治「有機結合」。國家主席
習近平去年底會見上京述職的港澳特首
時重申，中央在香港、澳門實行「一國
兩制」方針，是長期和堅定不移的，成
功的關鍵是要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為此要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區
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
機結合起來。

選擇性失聰 拿全面管治權做文章
但是，唐偉康一開腔就指中央只強調
全面管治權，不強調高度自治，「高度
自治被蠶食，正在消失」；又指高度自
治令外資在港營商有信心。言下之意，
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削弱了香港高度
自治，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曾指出，十九大報
告強調牢牢把握中央對香港、澳門的全
面管治權，與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
治權並不矛盾。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
權是中央授予的，派生於中央對香港、
澳門的主權和全面管治權。處理好兩者
之間的授權和分權關係，關鍵是要按照
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把兩者有機結合起

來，而不是互相對立和排斥。
事實證明，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

有機結合，一方面有力維護了香港的穩
定，包括妥善處理了「佔中」、宣誓風
波等衝擊「一國兩制」的重大事件；另
一方面，香港回歸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高度自治，獲得舉世公認的成
就，連續20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
體，香港的法治、廉潔等社會管治重要
指標的全球排名名列前茅。這足以反
映，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有機結
合，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繁
榮穩定的最重要保障。
2014年中央政府發佈香港白皮書，
引起各界關注，當時美國國務院表示，
支持「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以及香
港按照基本法高度自治；2016年；唐
偉康接任駐港總領事，來港首次與記者
見面時表示，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美國
支持並致力於維護香港「一國兩制」的
高度自治，他認為「一國兩制」非常成
功。言猶在耳，唐偉康選擇性失聰，拿
全面管治權做文章，暗指全面管治權損
害高度自治，豈不是以今日之我打倒昨
日之我，違反美國支持「一國兩制」的
一貫立場？

混淆「港獨」與言論自由 居心何在

近年本港有人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為名，在校園內、社會上散播「港獨」
思潮，引起中央和特區政府的高度重
視，香港市民強烈抵制。中聯辦主任王
志民指出，嚴重違法、絕不可能的「港
獨」行為，在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
國人中都是「零容忍、零空間」。唐偉
康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利用電視
訪談的機會，又把鼓吹「港獨」與言論
自由掛鈎，還以美國為例，指表達政治
意見在美國無限制。
不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

言論自由，但不要忽略，煽動即將發生
的違法行為、教唆犯罪、對他人造成特
殊傷害的言論，美國憲法是不保護的。
「佔中」、旺角暴亂導致大規模暴力違
法行為，給香港法治、港人生命、財產
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和傷害，「佔
中」、旺角暴亂都與「港獨」脫不了關
係，能視為不受約束的言論自由嗎？如
今「港獨」言行如過街老鼠，囂張氣焰
被遏止，唐偉康大談「港獨」等同言論
自由，居心何在？

網絡監控 美國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中國互聯網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更成

為全球網絡新經濟的領導者，中國政府
的支持功不可沒。唐偉康不實事求是評

價，反而無端攻擊中國的互聯網管理政
策，聲稱「全世界都有一套管理網絡的
規範，中國不遵守」；還拋出「數碼列
寧主義」的新名詞，指責中國搞網絡監
控，擔心波及香港，是對「『一國兩
制』的新考驗」。
最無資格指責別人搞網絡監控的，

正是美國。2013年前中央情報局僱員
斯諾登揭發的「稜鏡事件」，揭露美
國情報部門多年來在全球大規模竊
聽，谷歌、雅虎、臉書等互聯網巨擘
「自願」與美國政府配合，全球多個
國家的官、商、學機構都成為美國的
竊聽目標，事件成為舉世震驚的醜
聞。上周四，美國眾議院同意延續
《外國情報監視法》，允許美國情報
部門不經授權便可搜集海外外國人的
短信和電郵等資訊。美國網絡監控的
黑手伸向全世界，唐偉康怎麼不指責
美國不遵守「世界的管理網絡規
範」？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唐偉康在訪談中還談了「佔中」、香

港普選、國歌法等在香港具爭議的話
題，趁機傳播美國價值觀，灌輸美式言
論自由、民主和司法觀念。
其實，唐偉康近期頻頻對「一國兩

制」和中央與香港的關係諸多意見。
2017年11月7日，他在香港發表主題
演講，大談美國對民主價值的看法及
其對香港具有的重要意義，其內容和
目的，與他在電視訪問發表的言論如
出一轍；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前夕，
唐偉康在美國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
研究中心演講表示，「中共正試圖將
香港變為中國的一部分」，「一國兩
制」面臨被侵蝕的風險；6月16日，
《明報》發表唐偉康專訪，唐偉康認

為，中央過往部分舉措，令人擔心中
央着重「一國」多於「兩制」，他說
中央應讓香港做回自己，不應以過度
家長式和干預手法處理香港事務。
不少國家的前車之鑑早已證明，美式

民主自由價值和制度絕非放諸四海皆準
的靈丹妙藥。中央堅定不移落實「一國
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最堅強的後
盾，這一點不容置疑；香港實行什麼制
度，屬中國的內部事務，更不必唐偉康
操心。

望唐偉康言行一致 勿對港指手畫腳
不干涉別國內政，特別是駐外人員不

對駐在國的內政說三道四，這是最基本
的外交原則和慣例。試想一下，如果中
國駐洛杉磯總領事對加州獨立、美國種
族分歧、總統大選等敏感問題高談闊
論，美國政府、民眾作何感想，能心平
氣和地視為言論自由？唐偉康身為資深
外交官，為何不遵守「全世界都奉行的
外交規範」？
新一屆特區政府實現良好開局，香港

逐漸擺脫政爭，迎來聚焦發展的難得局
面。唐偉康在訪問中不斷強調「愛香
港」，實際上一再對「一國兩制」和香
港事務指手畫腳，散播失實誤導言論，
究竟是真的愛香港，還是想給香港添煩
添亂。
唐偉康表明，中美對話有利兩國經貿

合作，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也建
立了良好友誼。香港在中美合作中有着
重要地位，香港的繁榮穩定符合美國的
利益。為了中美互利合作的大局，為了
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持續成功
落實，唐偉康，請不要說一套，做一
套。

文平理

美國駐港總領事唐偉康日前接受電視台專訪時，發表不負責任、不符合事實的錯誤言論，片面拿全

面管治權做文章，將「港獨」與言論自由劃等號，無端指責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制度，還聳人聽聞地與

香港的高度自治聯繫起來。唐偉康的有關言論混淆是非，偷換概念，貶損中央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

制」的決心和誠意，為「港獨」張目，顯然與其作為外交官的身份嚴重不符，也嚴重違反美方支持

「一國兩制」的承諾。香港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不容外力干預。唐偉康，請不要對「一國兩

制」和香港事務指手畫腳，不要散播不盡不實、有違外交規範的言論。

鄭若驊甫上任律政司司長，就被
指其住所有僭建物，並將矛頭

直接指向她。雖然鄭若驊已多次澄
清自己並無僭建，住所自購入時已
是這樣，並迅速採取行動去處理問
題，包括找認可人士檢視住所哪裡
有僭建問題，並主動約見屋宇署去
商討修正方案，但反對派依然「死
咬」不放，要求她辭職下台。

葉太：她已立即交代
葉劉淑儀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鄭若驊接任的時間
相當之短，只有數周準備，有很
多事情需要處理，出現遺漏是可
以理解，而事件發生後，鄭若驊
亦已立即交代事件，希望公眾能
夠給鄭若驊一些時間，好好安頓

今次的事件。

史美倫盼公眾體諒
史美倫日前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

回應鄭若驊涉僭建風波事件。她指
出，香港仍有很多重要事情，認為
今次事件應該給予空間鄭若驊處理
並解釋，而不是聚焦在已發生的事
情，相信鄭若驊能處理問題，「發
生了就是發生了，問題是該如何處
理妥當。」她並慨嘆，近年擔任公
職人員在私隱等層面代價很大，要
找人擔任公職十分困難，盼公眾體
諒並給予空間。

顧敏康：棄厚祿有承擔
顧敏康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形

容，鄭若驊的工作能力備受國際間

認同及肯定。他透露，自己曾與鄭
若驊打過交道，認為對方仲裁能力
非常出色，有能力、有心、做事亦
拚搏，在法律界口碑甚佳，認為她
寧可放棄豐厚的收入擔任律政司司
長，「如果她不是關心公義、關心
社會，完全不需要這樣的……證明
她是一個有承擔的人，這是肯定
的。」
顧敏康並指出，「『人非聖賢，

孰能無過』，但錯到什麼樣的程
度，是否會影響其工作能力，大家
都應有個客觀的評價。」
他呼籲公眾給鄭若驊機會繼續為

社會作貢獻，而非單憑一件事否定
她的貢獻。他希望，鄭若驊任內能
處理好「一地兩檢」及國歌法本地
立法等爭議事項。

■鄭泳舜（左一）近日乘搭高鐵示範即日來回湖南長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