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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契約精神終止租約 表明遏「獨」態度

WEN WEI EDITORIAL

社評

政府公開與外國記者會（FCC）於 2015 年簽訂
的租契內容，租約有條款清楚列明，FCC 不得將物
業作非法用途及不道德活動，否則政府可收回物
業。政府準備依法取締「香港民族黨」，本港各界
強烈反對 FCC 安排「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宣
「獨」，但 FCC 置若罔聞，一意孤行，為陳浩天宣
「獨」搭台造勢，明顯違法和不道德，傷害所有中
國人及香港市民的感情。因此，主流民意認為政府
應該按照法治和契約精神，終止 FCC 的租約，收回
物業，以積極行動、鮮明態度遏制「港獨」氾濫。
「港獨」違憲違法，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今年 7 月
宣佈考慮根據《社團條例》禁止「民族黨」運作，
FCC 隨即邀請陳浩天作播「獨」演講，引起本港社
會譁然；FCC 更無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希望取
消演講的交涉，也無視特首林鄭月娥以及社會各界
的批評，堅持如期讓陳浩天演講，令演講變成一次
向國際社會宣揚「港獨」的平台，公然挑戰本港憲
制和法治底線。特首林鄭月娥曾批評，FCC 安排陳
浩天演講，提供平台宣揚「港獨」言論，傷害很多
中國人、香港市民，「完全逾越或觸碰了道德和責
任的底線」。
FCC 租用政府物業作為會所，社會各界紛紛質
疑，FCC 讓「民族黨」鼓吹「港獨」已屬違約，要
求政府採取行動。在政府與 FCC 簽訂的租契中，有
條款明確指出，FCC 不得使用、批准或容受場地任
何一部分作任何非法或不道德用途，至於什麼是非
法或不道德，政府有最終和有約束力的決定權；如
果 FCC 違反任何條款，政府可以隨時合法收回物
業，FCC 已繳交的租金等費用不獲發還，政府也不
用作任何賠償。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和高度商業化的國際金融中

心，尊重法治和契約精神，是公認的核心價值，亦
是保持香港社會運作高效有序的基本原則。即使普
通的會所租契，一般都會列明物業不可進行違法或
不道德活動，否則業主有權收回物業並追究租客的
法 律 責 任 。 因 此 ， 取 消 FCC 的 租 約 、 追 究 其 播
「獨」的責任，合法合情合理，經得起挑戰，絕非
打壓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日前大公報報道，FCC 堅持邀請陳浩天演講，但
在 FCC 每 月 理 事 會 會 議 記 錄 上 ， 唯 獨 邀 請 陳 播
「獨」演講活動一事在記錄消失，情況奇怪。其實
情況正正顯示，FCC 明知做了違法和不道德的事，
心虛理虧，不敢張揚，企圖淡化處理，「當無事發
生」，以求香港政府不取消其租約、不對其採取法
律行動。
FCC 長期以遠低於市值的租金租用政府物業作為
會所。FCC 之所以能夠享受這種優惠，並一再獲得
政府續約，前提是遵守香港法治，尊重香港的道德
規範。但如今 FCC 利用會所為散播「港獨」提供便
利，不僅違反本港的法律，更違反租約條款的規
定。主流民意認為，FCC 不遵守香港的法治，不尊
重港人的感受，有何資格繼續享受香港的優惠、佔
用政府的物業？政府作為業主，首先應按照契約精
神，終止與 FCC 的租約，收回有關會所；繼而徵詢
法律意見，追究 FCC 助推「港獨」的法律責任。
如果 FCC 播「獨」不受任何懲罰，不僅沒有受到
法律制裁，連租約也不須取消，必然會造成鼓吹
「港獨」不必付出任何代價的假象，刺激「港獨」
的囂張氣焰。遏止「港獨」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立
場鮮明、行動果斷，傳遞對「港獨」零容忍零空間
的明確信息，對「港獨」分子及替其搖旗吶喊的內
外勢力產生足夠的震懾力。

內地港澳合作防風 做足準備力免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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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去年「天鴿」更厲害的超強颱風「山
竹」，預計本周末迫近華南地區，中央氣象台
昨與香港天文台及澳門地球物理暨氣象局的官
員，首次舉行聯合視像會議，討論「山竹」及
其影響。這是內地與港澳氣象部門首次進行合
作防風會商，是聯手抵禦天災的新嘗試，充分
體現全面推進內地同港澳互利合作的精神 。
「山竹」來勢洶洶、預計破壞力巨大，特區政
府應做足防風救災準備，統一指揮協調合作，
提升海水倒灌等高風險地點的防範，並考慮疏
散安置可能受災市民的預案，盡可能減輕風災
對市民和社會生活的影響。
「山竹」環流廣闊，風力強勁，按照目前預測
路徑和強度，到達香港時中心附近持續風力可達
每小時 220 公里，破壞力超過去年掛 10 號風球
的「天鴿」。去年「天鴿」來臨之前，港澳兩地
掛出風球的時間備受批評，兩地專家對「天鴿」
的行進預測及影響評估出現分歧。因此，此次內
地和港澳氣象部門首次聯合會商，非常及時和必
要，可以運用三地氣象台資料和三地專家智慧，
更準確地研判「山竹」路徑、速度和破壞力，為
三地抵禦風災提供更充分科學依據。
十九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
門互利合作」。三地氣象合作正是落實十九大
報告精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
作，不僅僅在經濟領域，在與三地人民利益息
息相關的防災合作，同樣具有現實意義，更好
地為三地人民謀福祉。
目前美國氣象局已將「山竹」判定為「4 級颶
風」，指其結構完整，颱風眼大且清晰、直徑
48 公里，風速每小時 249 公里，威力已超過目

前大西洋海面上的 4 級怪獸颶風「弗羅倫
斯」，不排除會升級為 5 級超級颶風。美國歷
史上的五級颶風曾造成嚴重後果。1992 年的
「安德魯」將南佛羅里達州的 13 萬棟房屋毀
壞，造成經濟損失達 265 億美元；2005 年的
「卡特里娜」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 1000 億美
元。此次「山竹」對香港是極大威脅，雖然
「山竹」可能吹向呂宋島而令風向便改變或風
力有所減輕，但本港仍要按照受到「山竹」正
面吹襲來做準備，提升最高級別的警戒，做最
壞打算。
目前政府已召開跨部門會議，部署防風工
作，渠務署加緊清理渠口 ，減低風暴水浸風
險，並預有 40 隊超過 250 人的應急隊伍，應付
風暴期的渠道疏通；樹木辦亦已督促部門檢視
樹木狀況應對風暴；保安局長李家超表示，會
因應颱風影響而提升緊急應變級別，啟動緊急
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這些措施，顯示政府高
度重視此次風災應對。
借鑒美日等應對超強颱風的經驗，政府仍可
從三方面強化防風工作：一是要有撤離危險地
點市民的預案，對大澳、鯉魚門海旁、屯門聯
安新村、屯門家和里、深井新村、西貢南圍等
低窪地區的居民，主動勸其在「山竹」來臨前
撤離到政府的臨時安置所，一旦水位上漲至警
戒位置，政府更應果斷強制撤離所有危險地區
的居民；二是重點防護香港高鐵沿線、港珠澳
大橋等新建重大基建，勿讓「山竹」造成重大
破壞；三是提醒市民在「山竹」吹襲期間，不
要駕車外出，不要去海邊看浪、冒雨行山，以
免自陷危險之中。

張曉明：不忘初心 砥礪前行
「新老港澳辦人」聚首座談成立40周年 當好「一國兩制」事業傳承人奮進者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務院港

澳辦網訊，9 月 13 日上午，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召開慶祝
成立 40 周年座談會。幾代港
澳辦人歡聚一堂，圍繞「初心
不忘事業重，四十不惑再奮
進」的主題，回顧光輝歷程，
總結優良傳統，暢敘同事情
誼，共話港澳未來。港澳辦部
分老領導和離退休老同志出
席。辦黨組書記、主任張曉明
發表題為《這裡有我們共同的
情懷》的主旨講話，並向長期

▲國務院港澳辦領導與退休老領導、老同事在座談會上。

國務院港澳辦網站圖片

從事港澳工作的離退休老同志
和工作 20 年以上的在職同志

◀張曉明在講話中強調，港澳辦在新時代更好地履職盡責，需要把握好四個角色定位。
國務院港澳辦網站圖片

頒發了紀念牌。

張曉明在講話中重溫了港澳辦與國家改革開放、
與「一國兩制」事業同生共長的光輝歷程。回
港澳辦人優良傳統

顧了港澳辦 40 年來緊緊圍繞香港、澳門順利回歸和
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這一時代課題，緊緊抓住
推動「一國兩制」從科學構想變為成功實踐這一工
作主線所作出的歷史性貢獻。總結了幾代港澳辦人
在接續奮鬥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心繫家國事業重，
求真務實勇創新，精簡高效儉為樂，平等友愛一家
親。
張曉明指出，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進入了新時代，並把「堅持『一國兩制』和推進祖
國統一」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十四條基本方略之一，凸顯了「一國兩制」事業
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要地位，標誌
着港澳工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以去年
「七一」習總書記視察香港為標誌，港澳形勢呈現
穩中向好、持續向好的態勢，我們對按照「一國兩
制」方針進一步治理好港澳、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
穩定愈加充滿信心。

貫徹習近平港澳工作論述
他指出，同時也要看到，正如任何偉大的事業都
充滿艱難一樣，「一國兩制」實踐的過程也不可能
是一帆風順的。「一國兩制」本身就包含也包容着
矛盾對立，港澳在實現平穩過渡的同時必然遺留不
少隱患和問題，新政權和新的憲制秩序的建立難免
需要一個過程，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我們看待港澳的
一些現象和問題時，切忌理想化、簡單化、情緒
化。面對港澳工作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必須切
實增強歷史使命感和政治責任感，堅持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深入學習貫徹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精神，深刻
認識港澳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複雜性，堅持全
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以前輩們為榜
樣，迎難而上，敢於擔當，積極作為，善於創新，
深耕細作，久久為功。

四意識 四自信 兩堅決維護
張曉明強調，港澳辦在新時代更好地履職盡責，
需要把握好四個角色定位，即當好中央處理港澳事

港澳辦新時代
四個角色定位

■ 心繫家國事業重

■ 當好中央處理港澳事
務的參謀和助手

■ 求真務實勇創新
■ 精簡高效儉為樂

■ 當好
「一國兩制」
方針的
守護者

■ 平等友愛一家親
務的參謀和助手，當好「一國兩制」方針的守護
者，當好港澳與內地融合發展的促進者，當好港澳
同胞的貼心人。新時代港澳辦人要不忘初心，牢記
使命，進一步強化「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堅決維護」，在新征程上繼續砥
礪前行，當好「一國兩制」事業的傳承人和奮進
者。
座談會由港澳辦副主任、機關黨委書記宋哲主
持。老領導老同志和在職幹部代表作了發言。全辦
在職和離退休老同志共180餘人參加了座談會。
座談會前，大家一起觀看了《港澳辦走過的四十
年光輝歷程》辦史短片。
為慶祝成立 40 周年，港澳辦機關黨委還精心策劃
組織了一系列有意義的活動，包括：舉辦「讓歷史
告訴未來」系列講座，邀請陳佐洱、王鳳超、徐澤
等老領導講述港澳辦傳統；訪談老領導、老同志，
收集整理辦史資料；組織開展「尋根之旅」，組織
老幹部和在職幹部參觀北新橋、永定路、百萬莊等
原辦公地點；舉辦「國務院港澳辦成立 40 周年書畫
攝影圖片展」等。
1978 年 8 月 13 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小
組協助中央歸口掌管港澳工作，並決定成立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作為中央港澳小組的辦事機構。9 月 13
日，國務院發文批准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機構設置
和人員編制。1993 年 3 月，更名為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

▲與會人員為代表的精彩講話熱烈鼓掌。
國務院港澳辦網站圖片
▼與會人員觀看《港澳辦走過的四十年光輝歷程》辦史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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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好港澳與內地融合
發展的促進者
■ 當好港澳同胞的貼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