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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慶25周年：續配合施政提意見
2018年4月17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自由
黨昨晚舉行 25 周年慶祝酒會，政商界
名人共聚一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外交部駐港副

特派員楊義瑞擔任主禮嘉賓。他們在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榮譽主席田北
俊、周梁淑怡、劉健儀、方剛，以及
黨主席張宇人的陪同下，進行亮燈儀

式及祝酒。鍾國斌表示，是次出席的
官員眾多，證明自由黨和特區政府關
係良好，今後該黨將繼續向對方提意
見，並配合其施政。

■主禮嘉賓和自由黨高層在酒會
主禮嘉賓和自由黨高層在酒會上祝酒
上祝酒。
。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建制派多個政黨昨日均有代表到
賀，包括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和副主
席張國鈞、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新世紀論壇
召集人馬逢國，及立法會主席梁君
彥，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謝偉銓、
何君堯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
雲、林龍安、譚志源及陳勇等亦有
現身。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胡志
偉、林卓廷、楊岳橋及陳淑莊等亦有
出席。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多名局
長，包括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教育局
局長楊潤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等均有現身。
鍾國斌在致辭時指，自己不時被記

者問及自由黨與特區政府關係如何，
直言特首、「三司」及局長等主要官
員均出席了他們的黨慶，反映自由黨
和政府關係十分良好。

鍾國斌信積金對沖傾得掂
他表示，林鄭月娥及其班子上任後
做了很多工作，令社會和諧進步，讚
揚她願意和不同黨派溝通，值得欣
賞。
他笑言，自由黨今後亦會「盡量」
配合政府施政，但在強積金對沖問題
上，自由黨需要時間和勞工及福利局
局長羅致光「慢慢坐低傾」，有信心
可以「傾得掂」。
鍾國斌又提到，自由黨日後會繼續
就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向特區政府
提建議。在國家政策方面，商界亦認
為要在「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
中尋找商機，未來應令商界在相關政
策中有更多優惠。

胡漢清促港府解釋如何治「獨」
指戴耀廷涉違憲煽動罪未被追究 勢縱容犯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早前到台灣出席五「獨」論壇，更發表鼓吹「港獨」言
研究中心主席、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指出，現時本地法律有「煽動罪」針對分裂國家的行為，如果違反憲法和基本法都沒有
法律後果，將會打擊法治，令犯罪分子更任意妄為，特區政府須向市民交代現行法律是否足夠去應對「港獨」言行。

雖然反對派多次以「言論自由」、
「學術討論」為戴耀廷的「港獨」

言論開脫，但胡漢清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指出，戴耀廷到台灣去出席有關
論壇已經屬「有行動」，而非止於言論，
而他去參加由「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這
個旗幟鮮明反對中央人民政府的組織的論
壇，既非私人場合，又非院校交流，「在
這個環境，in the context去看，是否真的
是言論自由下學術自由去交換意見呢？」

法條未廢未改就未過時
他續說，既然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都
已譴責過有關言行，批評這是違反憲法和
基本法，違反了這樣嚴肅的法律，但卻暫
時未見有任何法律後果，特區政府有責任
向市民交代有關問題，解釋是否現時的法
律不足夠去處理，「如果法律上是做到
的，特區政府就應該去做；做不到的，到
底是法律問題，或政治問題，怎樣也好，
他們要採取負責任的態度，向市民解釋清
楚。」
事實上，《刑事罪行條例》第九條和
第十條都有就「煽動罪」作出說明，指出
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人民政府或香港
司法、激起對其離叛，都觸犯了第九條，
而言論或作為均受到規管。不過，有反對
派的法律界中人就稱有關法例與俗稱國際
人權公約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不符」，已經「過時」。
胡漢清反駁有關說法，指出法律就是
法律，如果覺得「過時」，大可以作出廢

除或修改，但只要有關條文一日存在，都
是有效的法律，作為法治社會，不可以有
法不依，「否則這樣會打擊法治，別人見
到你有法律也不用，就會更任意妄為。」
至於「不符」國際人權公約的說法，
胡漢清指出，首先《公約》並非強制性
的，其次是《公約》裡對人權也有合理限
制，對於危害國家主權的言行，同樣不會
容忍。
他進一步表示，香港的立法、執法、
釋法都是由不同機關去做，一般人不能妄
斷部分法例適用或不適用，「這些法律是
否有效、是否符合《公約》，應該由法庭
去判決，這是法庭的專利。」

倡警隊先調查有無犯法
在談到在法律上如何應對鼓吹「港
獨」的言行，胡漢清指，首先第一步是要
調查，即警隊初步認為有沒有合理理由相
信有人觸犯了法例，去作出調查，再看是
否有表面證據成立，繼而立案，之後再送
到法院，經普通法的程序去審理，在沒有
疑點的情況下才能定罪，接着才是量刑。
他重申，現時特區政府在處理「港
獨」言行上無透明度，大家都不知道怎樣
才是犯法或不犯法，也似乎讓法律責任的
問題走入「死胡同」，認為絕不能不了了
之。他認為，若有人鼓吹「港獨」，當中
絕對有調查的地方，例如當中有無和外國
往來、資金從何而來等。
他說，類似問題以往港英政府一定會
調查，認為特區政府亦應向社會交代。

■胡漢清指出，現時港府在處理「港獨」言行上無透明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剛退休的第十二屆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將於本周四來港。特區政
府發言人表示，喬曉陽是次為應特區政府邀請來港，擔任
國家事務系列講座的主講嘉賓，並參觀香港最新發展。
據悉，喬曉陽將於周五出席為問責官員及高級公務員
舉辦的基本法座談會，並於周六出席由香港基本法推介
聯席會議舉辦的「基本法頒佈 28 周年研討會」。在留
港期間，喬曉陽還會參觀香港基建設施，包括廣深港高
鐵西九龍總站等。

周五演說與憲法有關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昨日在出席立法會財委會後
表示，是次活動並非由公務員事務局安排，僅知道喬曉
陽的演說與國家憲法有關。他認為，昔日常有內地官員
及教授來港分享，故喬曉陽是次能與香港特區政府主要
官員、行會成員及高級公務員交流是一件好事。
有消息指，政府新聞處藉「貴賓訪港計劃」，邀請喬曉
陽以貴賓身份留港一周。政府新聞處網站顯示，該處轄下
的探訪事務及國際會議組會負責代表特區政府，邀請各地
貴賓來港訪問，推廣香港形象。訪客包括政府官員、政界
領袖、學術界人士、智囊團成員，工商及金融界領袖。
去年 11 月，特區政府曾邀請中共十九大精神宣講團
成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來港，主持有關十
九大報告的講座。

公務員學院料非四年可建成

喬曉陽周四來港講國事觀港情
特首林鄭月娥在
施政報告宣佈建設
全新的公務員學
院。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
議，多名議員關心學院選址、編制人數
和興建時間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
光表示，建立公務員學院的工作仍在規
劃中，正尋找合適土地，但暫時未有時
間表和開支預算，又預料不是今屆政府
內可以完成。
羅智光昨日在會議上表示，建立公
務員學院的工作仍在規劃中，正尋找合
適土地，等待規劃成熟時，會再向立法
會提交方案，交代課程內容、人手及學
院大小等資料。他指政府暫時未有時間
表和開支預算，又預料學院不是今屆政
府內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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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智光：正覓地暫無時間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政
府更應着重學院課程的系統化和全面
化，而非只顧覓地「望天打卦」。羅智
光表示，正研究會否將部分課程納入資
歷架構，亦正檢視如何加強課程內容，

即使學院未落成都可推出新課程。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關注政府為
公務員提供的國家事務研習課程，其授
課方式、參加人數及過去評價。羅智光
表示，會逐步增加現有中層公務員在內
地受訓班數和名額，預計由 280 人增至
420 人。而為總薪級表 28 至 33 點的公
務員開設全新的內地及國家事務課程，
將逐步增至 240 人。至於開設基本法本
地培訓課程，預料培訓人數會由目前的
8,900人增至1.2萬人。
羅智光表示，2018 年整體約有 8,000
名公務員參加國家事務培訓課程，預計
明年將增至8,180人。
新民黨容海恩則關注，公務員與合資
格人士在公立醫院專科和牙科輪候時間
長，建議政府研究資助公務員購買私營
醫療保險，將輪候公營醫療服務的公務
員分流。羅智光指，局方正就將軍澳中
醫院作研究，審視是否有空間為公務員
提供中醫服務，當局會密切留意情況，
但投放資源幫助公務員購買醫療保險則
涉及較大的政策改動和大量財政資源，
需再作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冀本屆政府推二十三條立法

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均譴責其言行違反憲法和基本法，惟至今戴耀廷仍未需要承擔任何法律後果。基本法

中聯辦
主任王志
民前日指
出，香港是世界上唯一長期沒
有健全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地
方，成了國家總體安全中一
塊「突出短板」和「風險
點」。胡漢清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為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並不是對
國家安全罪行「重新定
義」，國際上對有關罪行都
有標準，特區政府應盡快開
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本地
立法工作，讓社會有充足的時
間去進行討論，凝聚共識，期
望在今屆特區政府任期內見到
「白紙草案」（收集公眾意見
的法例諮詢）。
今屆特區政府表示，二十
三條立法工作須有合適的環
境和氛圍，胡漢清指出，當
然要有「合適環境」，但所
謂合適不止是「政治操作」
上的合適，還應該包括是否
有這樣的需要，及時間問
題。
近年，社會上冒起「港
獨」的激進言行，需要與否
已經無須爭辯，倒是立法過
程需要一定時間，故胡漢清
認為應盡快開展有關工作，
「要開始有關工作，否則永
遠不會有適當的環境。」
現時香港社會間有如「香
港民族黨」這類未經註冊的
非法組織在公然鼓吹「港
獨」，但香港似乎沒有太大
執法空間，有人認為以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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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組織的問題去作出調查檢
控，成效亦不會太大。胡漢
清指出，世界各地對國家安
全的執法都有標準，如果香
港沒有相關的執法空間、出
現「真空」的問題，「是否
（特區）政府失職呢？」
他強調，如果香港無相關
法例，這樣的環境對國家安
全絕不理想，「你不去理
（國家安全問題），就會有
人去推（『港獨』），問題
就會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主張立法「三步走」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胡漢
清在今年全國兩會中提案，
認為特區政府應就二十三條
立法進行「三步走」，首先
是成立由政府領導、包含各
界人士的工作小組，研究各
地相關法律；第二步是就研
究成果發表「綠皮書」進行
公眾諮詢，再將結果寫成
「白皮書」再作諮詢；第三
步是總結諮詢成果，並於今
屆特區政府任期內發表「白
紙草案」，為立法內容訂出
清晰輪廓，給社會充分討論
的機會，為下屆特區政府落
實「藍紙草案」定下基礎。
胡漢清認為，若香港遲遲不
就國家安全議題立法，另一個
做法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法》中相關的條例直接載入基
本法附件三，但他相信香港社
會會希望對二十三條作出討論，
進行本地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鄭若驊
鄭若驊（
（前排左
前排左）
）強調
強調，
，為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
制責任。
制責任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鄭若驊：適時提出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表
示，目前香港是世界上唯一沒
就國家安全立法的地方，成為
維護國家安全和影響港人安全
的風險點。香港特區政府律政
司司長鄭若驊昨日在立法會回
應傳媒提問時表示，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
制責任，相信特首林鄭月娥會
營造適當的環境，並在恰當時
機提出立法。
被問到是否認同王志民日前
所指，香港是國家安全的「突

出短板」和風險點等言論時，
鄭若驊表示：「我想現在不是
恰當時間，去討論不同人提到
的不同看法。」但她強調，特
區政府有憲制責任為二十三條
立法，至於何為適當時間，
「要看特首找到一個適當的時
間，我們再去討論。」
就反對派中人指稱王志民是在
向特區政府「施壓」的說法，鄭
若驊重申，特區政府清楚知道其
憲制責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
知道恰當的時間及做法，相信對
方會繼續營造合適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