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遏「獨」無關言論自由
對FCC為「獨」張目表遺憾 政界促政府要譴責更要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邀請「港

獨」組織「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

浩天，出席下周二午餐會演講「港

獨」理念，直接挑戰國家及香港特

區的底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回應事件，對此表示非常可惜及遺

憾，又指特區政府遏制「港獨」，

與言論自由扯不上關係，強調任何

自由須依法才可享有。多名政界人

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及領土完

整，絕不含糊，特首林鄭月娥作出

聲明，表明了特區政府的立場，做

法適當。他們認為「港獨」行為非

常頑劣，政府不僅要強烈譴責，亦

應該嚴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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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批FCC助紂為虐
Johnny Shek：外國記者協會，邀請陳浩
天講「港獨」，等如運用記者平台，公然
公開播「獨」！

Zacky Ho：外記協分明向特區政府挑釁。

Chi Keong Kou︰這就證明外國記者協會
也是推動「港獨」活動的黑手。

Koonwah Leung︰公然宣揚「港獨」，特
區政府應該嚴肅處理，不可姑息養奸。

Ahgung Wong：目的煽動社會混亂，這些
應該定性為恐怖組織，極端分子。

Mazamura Travis︰直接拉人封艇啦！

Kan To︰林鄭要企硬，不能只動囗不動手，
縱容外國勢力界（介）入！收翻（返）政府
物業，豈能變作「港獨」平台！

Frank Tang：反「港獨」，護香港，自己
地方，自己保護。

資料來源︰網上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香港
外國記者會（FCC）邀請鼓吹「港獨」
的「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於下周
二「講述理念」，引起社會各界嚴厲批
評與譴責，惟該會稱要「捍衛新聞和言
論自由」，會繼續舉辦有關活動。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前晚發出公開信，反
駁邀請陳浩天講述「港獨」理念與新聞
自由毫無關係，質疑協會若按此邏輯，
對罪犯及恐怖分子同樣不會劃下界線。
梁振英強調，分裂國家行為非同小

可，必須防微杜漸，憂慮邀請陳浩天
「演講」的播「獨」先例一開，就會為
「港獨」在香港搭起公開宣「獨」的平
台。
香港外國記者會署任主席Victor Mal-
lett 日前聲稱，協會與香港的價值一
致，是建基於與內地不同的制度，令新
聞自由得以維護，及政治光譜上不同人
的「意見」都可以發表。對此，梁振英
昨日就發公開信予Victor Mallett反駁有
關言論。

重申事件與新聞自由無關
梁振英表示關注上述觀點是否代表該

會的意見，擔心該會不久將來或會邀請
「台獨」分子公開演講，並作出同樣
「辯解」，認為他們也應該有機會去
「表達意見」，「根據這個邏輯，你很
可能不會為罪犯及恐怖分子劃下任何界
線。」
梁振英強調，邀請陳浩天演講與新聞

自由毫無關係。他指出，正正因為香港
珍視新聞自由，所以特區政府才會將位
於中環雪廠街的地段租予外國記者協會
作會址，而沒有多少機構可以獲得政府
這樣的支持，但陳浩天在該處鼓吹「港
獨」將是一件非常諷刺的事。

擔心其他團體仿效播「獨」
此外，梁振英昨日亦在 fb發表題為

《「港獨」的演講開了先例，不能蔓
延》的帖文，批評記協及公民黨不斷以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為外國記
者協會和陳浩天辯解。
他明確指出，外國記者協會容許陳浩

天演講播「獨」，將會開壞先例，並為
「『港獨』在香港搭起第一個公開宣講
的平台」，擔心日後其他團體，包括學
生組織，都可以用同樣方法邀請「港

獨」、「台獨」等人四處宣講。
對於公民黨元老吳靄儀質疑，是否年

輕人講幾句話就可影響國家安全，梁振
英直言其目的就是要社會各界對「港
獨」鬆懈。
梁振英以機場嚴格的安檢程序作類

比，指出搭飛機時連小剪刀也不能帶，
因為劫機後果非同小可，必須以防萬
一。
他續說，分裂國家等國家安全問題更
是非同小可，「世上多少生靈塗炭就是
因為有人試圖分裂國家？」

借「佔中」先例促警惕
梁振英強調，對於「港獨」，我們一
定要高度警惕，嚴格防微杜漸，數年前
的違法「佔中」就是一經驗教訓。
他說，2013年1月「佔中三丑」之一的
戴耀廷在報章發表第一篇主張「佔領中
環」的文章，「我不相信是書生論政，我
和特區政府馬上部署應對」，故其後「佔
中」爆發時，整個政府高層馬上可從政府
總部撤離，轉移到臨時辦公室繼續如常辦
公，「避免了每天進出辦公室和『佔中』
人士正面衝突的可能，做到以空間換取時

間，以時間化解『佔中』，避免釀成更大
的政治事件的目標。」
梁振英於帖文最後重申，對於外國記

者協會邀請陳浩天公開宣講「港獨」一
事，我們不能讓這事件蔓延成為趨勢，
並指：「世界並不太平，香港萬萬不能
成為棋子。」

FCC引「獨」入室 梁振英憂成濫觴

■梁振英在fb發帖批評外國記者協會公然
讓陳浩天演講播「獨」。 fb截圖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對「港獨」議題立
場堅定，絕不含糊，政府會全面落實

「一國兩制」，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及領土
完整，會依法遏制「港獨」。
她又指，香港外國記者會租用的會所是政
府物業，特區政府尊重海外傳媒工作，但希望
外國記者協會在香港的活動，同樣尊重香港特

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顏寶鈴批不尊重港法治制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批評，外國記者
協會邀請「港獨」組織的召集人，公開講述
「如何推動『港獨』」的理念，以及有何實
際行動，實在要反問一句，外國記者協會是
否支持「港獨」？其做法簡直令人感到譁
然，是完全不尊重香港法治制度。
顏寶鈴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香港民族黨」公然推動「港獨」，觸
碰了「一國兩制」的底線，嚴重違反憲法和
基本法。她認為，香港保障新聞採訪自由和
言論自由，但並不表示可以因此無視法治。

作為一個在香港有資歷和地位的傳媒組織，
外國記者協會卻邀請陳浩天出席午餐會，並
以「港獨」作為專題演講，公然為「港獨」
提供平台，嚴重違反專業操守，是對中國主
權的挑戰，必須依法禁止。

盧瑞安：圖勾外國勢力苟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認為，特首林鄭

月娥發表聲明，表明特區政府的立場，以及
必須堅守的底線，以正視聽，有關做法是應
該的。盧瑞安更提出，「香港民族黨」有見
被取締在即，於是提出延長申述的限期，只
為藉此「空窗期」，與外國勢力聯繫，繼續
推動「港獨」。為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及領

土完整，特區政府除發表聲明外，更須嚴正
執法，凡違法的組織均須接受法律制裁，不
能讓「港獨」組織以任何理由或藉口公然播
「獨」。

陳恒鑌：特區聲明杜絕「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直指，「香港民

族黨」非但煽「獨」，而且有實際行動，特
區政府已考慮引用《社團條例》取締該組
織，但外國記者協會卻在這時期，邀請「香
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午餐會上闡述
「港獨」理念，那是否代表外國記者協會支
持「港獨」？若否，外國記者協會怎可以如
此無視香港法律。

陳恒鑌認為，特首林鄭月娥發表聲明，表
明特區政府的立場，做法適當，能藉此杜絕
各種為「港獨」搭建平台的空間。

王國興：已逾新聞自由底線
「23萬監察」召集人王國興表示，「香

港民族黨」將面對被取締的命運，外國記
者協會卻公然力撐，還提供一個「平台」
讓其繼續播「獨」，這種行為已超越了什
麼新聞、言論自由的底線，同樣已違反了
《社團條例》，特區政府不應只提出譴
責，還應引用有關法例嚴正處理，以杜絕
別有用心之徒提出種種藉口推動「港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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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族黨」勾結外國勢力搞事，市
民促嚴厲執法反「港獨」。 資料圖片

「國際中醫藥香港高峰論壇」昨日舉行，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提及，本屆政府工
作重點之一是推動香港中醫藥發展。中醫藥
是中華文明之瑰寶，隨着國家軟實力的提升
和「一帶一路」倡議的穩步推進實施，正邁
步走向世界。香港作為國家對外溝通聯繫的
窗口和橋樑，擁有融資便捷、法治健全、國
際化程度高等獨特優勢，應該利用自身長
處，大力推動中醫藥國際化，既能令本地產
業多元化，亦為中醫藥國際化貢獻所長。

中醫中藥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寶
貴財富，值得我們繼承、發展及推廣。國家
的「十三五」規劃指出，需要深化中醫藥改
革、提升基層中醫藥服務以及中醫藥資訊化
等多個領域。特區政府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
中，撥款5億元專項基金支持中醫藥的發展，
包括支持應用研究中醫專科發展、促進知識
互通和跨市場合作等工作，並協助本地中藥
商生產及註冊中成藥，希望加強中醫藥在香
港醫療系統的角色。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大力推動中醫藥
發展。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曾提出建立中醫
藥港的構想；1999年，立法會通過並推出了
《中醫藥條例》，此後政府不斷完善其相關
的措施；2013年1月，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成立。目前本港中醫藥標準化已取得一定成
績，三間本地大學的中醫藥學院已經打下堅
實的學術及科研基礎。本屆政府將推動中醫
藥發展作為重點工作之一，已落實籌建香港
第一間中醫醫院、擴展香港中藥材標準計劃

的研究、及設立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推動中醫藥現代化離不開科技創新。本港

有良好的科研基礎，更大力推動創新科技發
展，香港科技園成立的兩個科技創新平台，
其中一個就是醫療科技創新平台。月前國家
科技部和財政部公佈，香港的大學和科研機
構可向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直接申請項目經
費，實現「科研資金過河」，更為香港科研
發展打下強心針。現時大力借助本港科研力
量推動中醫藥產業，為本港創造新興產業，
將令本地中醫藥人才有更多新出路。

隨着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中醫藥已傳
播到全球超過170個國家和地區，海外中醫
醫療機構接近10萬家、中醫藥從業人員達到
30萬人。從中醫針灸入選《人類非物質遺產
代表作名錄》，到屠呦呦成為首位獲得諾貝
爾醫學獎的中國科學家，中醫藥都引起了全
球的高度重視。有外國領導人定期接受中國
政府派遣的名中醫的治療；有愈來愈多外國
人專程來中國看病，熱衷採用針灸、拔罐、
推拿等傳統中醫療法，治療疑難雜症和理療
康復。

香港傳承內地深厚的中醫文化和傳統，另
外，香港的西醫體系完善、先進，各項檢
測、認證制度獲得國際醫學界充分認可，具
有良好的國際口碑。香港應利用中西醫結合
的地位和優勢，提升中醫藥的療效，促進中
醫藥的標準化、現代化、科學化，讓中醫更
加廣泛為國際社會接受，為保持人類健康作
出新貢獻。

發揮香港所長 推動中醫藥國際化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擬邀請「香港民族黨」

召集人陳浩天在午餐會演講，引發廣泛批評。特首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有機構以「港獨」等為主題安
排活動並不適合，感到非常可惜及遺憾，又指政府
遏制「港獨」與言論自由扯不上關係，要依法才可
享有自由。「港獨」違憲違法，香港社會對「港
獨」零容忍、零空間。FCC無視香港法律，公開為
「港獨」搭建發聲平台，客觀上助長了「香港民族
黨」煽動「港獨」的囂張氣焰，不僅應受到本港輿
論的譴責，特區政府更應依法制止此類行為，遏止
以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為名損害中國國家安全、破
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徑。

特區政府擬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彰顯法
治，大快人心，「香港民族黨」猶如過街老鼠、喪
家之犬。但是，FCC「頂風作案」，竟然邀請陳浩
天演講。根據該機構網頁披露，陳浩天的演講將涉
及所謂「民族黨」簡史、如何推動「香港建立族群
認同」，以及他對「香港獨立建國前景」等內容。
FCC的負責人回覆傳媒查詢時聲稱，該活動會按原
定計劃進行，更形容FCC與香港一樣，一直是言論
自由的堡壘，又指任何人都有權表達意見，FCC過
去亦曾邀請不同類型人士出席講座，亦歡迎林鄭月
娥以及前行政長官梁振英等人出席該會的活動。這
位負責人的表態，完全不理會特區政府反「港獨」
的勸告，漠視港人感受，玩弄「語言偽術」，將
「港獨」和言論自由、表達意見混為一談，企圖誤
導公眾，蒙混過關。

中國古語有云：「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
門而問諱。」「香港民族黨」明目張膽鼓吹「港
獨」，違反基本法和《社團條例》，危及國家安

全，根本不屬於言論自由，不為法律所容，更被本
港主流民意唾棄。在此情況下，FCC還邀請陳浩天
演講，讓其肆無忌憚地散播「香港獨立建國」歪
理，暴露其漠視中國的主權，無視香港的法律，為
「港獨」撐腰打氣的傲慢。FCC當自己是什麼，可
以不受香港法律的約束，如同百多年前的「洋租
界」？

香港的法律保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但是絕不
允許超越法律的底線，新聞組織、傳媒機構更不能
充當煽動暴力、違法、仇恨的幫兇，這也是國際慣
例。去年美國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爆發「白人
至上」主義示威者與反種族主義示威者的流血衝
突，總統特朗普開始僅以「各方有責」輕輕帶過，
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最終在朝野的壓力下，特朗
普明確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新納粹分子和其
他仇恨團體，並發誓將肇事者繩之以法。前總統克
林頓也在Twitter表示：「雖然我們保護言論和集會
自由，但必須譴責仇恨、暴力及白人至上主義。」
今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一名英國支持者，在
網上號召襲擊英國皇位第三繼承人、威廉王子的四
歲長子喬治小王子，被法庭重判終身監禁。

一向自我標榜為民主自由典範的英美，言論自由
並非絕對，美英的傳媒也很自律，不會也不敢為
「白人至上」、新納粹、「伊斯蘭國」的支持者提
供發聲機會。香港尊重和保障言論自由、新聞自
由，歡迎外國傳媒機構實事求是報道、反映香港的
情況，但FCC也要遵守香港法律，尊重香港社會的
主流價值觀，不要打着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幌
子，替散播「港獨」搭建平台、創造空間，為「港
獨」塗脂抹粉，希望FCC能知所進退。

FCC為陳浩天搭台播「獨」 無關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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