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凱撐宣「獨」無關新聞自由
各界指FCC搭台播「獨」非採訪工作 挑釁憲制政府拒簽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

（Victor Mallet）不獲特區政府續發工作簽證，外

國勢力乘機發難，質疑事件與FCC之前搭台予「香

港民族黨」作播「獨」演講有關，聲稱關注香港言

論自由和新聞自由，而《金融時報》昨日發表聲

明，稱剛回港的馬凱僅獲批7天簽證。香港特區政

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入境處處理工作簽證申

請，程序清晰；按慣例不會公佈簽證拒批原因，做

法與國際一致。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馬凱在FCC事件中所扮演的不是記者採訪

報道的角色，故事件與新聞自由等根本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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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政府不批簽證毋須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對
於《金融時報》記者馬凱工作簽證延期申請
被拒問題，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指出，香港特區政府是中國的一個特
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世界各國或
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管制，特
區政府有權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簽證延期申
請作出決定。
有記者問，關於《金融時報》記者馬凱

工作簽證延期申請被拒，這是香港特區政
府還是中央政府的決定？有人批評此舉破
壞香港保護言論和集會自由的聲譽，你對
此如何回應？

發言人：依法行使權利無可非議
陸慷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是中國的一個特

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世界各國或
各地區的人入境、逗留和離境實行管制，特
區政府有權就是否批准在港工作簽證延期申
請作出決定。
陸慷指出，香港回歸以來，在「一國兩制」方
針指引下，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取得
了長足進步。香港特區政府遵循中國自身的法
律，不管是中國國家的根本大法還是香港特區基
本法，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無可非議。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祖、李摯）
香港外國記者
會（FCC）副
主席、《金融
時報》亞洲新
聞編輯馬凱

（Victor Mallet）不獲特區政府續發工
作簽證事件，連日來不斷被炒作，英
美方面更乘機干預香港事務。全國人
大常委譚耀宗表明，支持特區政府
的決定，強調任何一個地方不批出
簽證，也毋須作出解釋，英美也是
如此，對英方干涉特區政府的出入

境相關決定，感到奇怪。他又指
出，是次為FCC提供平台予「香港
民族黨」公開演講鼓吹「港獨」，
與記者採訪工作明顯不同，更與新聞
自由無關。

指事件非「秋後算賬」
譚耀宗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

強調，香港特區的出入境政策，決
定權完全在入境處一方，而入境處
處長是否批准某人的簽證，從來不
需要作出任何解釋。他相信，入境
處處長是經過小心研究，認為個案
不適合，才不續發工作簽證，不認
為是「秋後算賬」。他指出，就算

在回歸前，英方也持同樣的原則及
做法，「我有朋友去英國，唔批簽
證甚至原機折返，（英國）都唔會
解釋」，所以，對於今次英方外交
及聯邦事務部，高調為馬凱發表聲
明，實在感到奇怪。

勿以「記者工作」避責
對於有人認為馬凱的簽證出問

題，是因為他早前在FCC為「民族
黨」搭建播「獨」平台，譚耀宗直
言，如果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
覺得政府的做法也很合理。」他強
調，無論個人或組織都不能宣揚
「港獨」主張，而FCC明知特區政

府當時正考慮取締「民族黨」，還
提供平台予對方公開演講，「民間
好多意見提過唔好搞啦，咁多意見提
出嚟你都堅持要搞，（後果）你自己
考慮。」譚更點出，今次事件與言論
自由及新聞自由無關，傳媒機構給予
平台去宣傳「港獨」，並不是新聞採
訪，兩者明顯是不同層次，不能以
「記者工作」為藉口，迴避一切責
任。
譚耀宗又希望，不要再有類似事件
出現，希望大家注意到，入境香港包
括在香港逗留、工作，也要按照「一
國兩制」、中國的憲法、基本法及香
港的法例做事。

馬凱前晚抵港後，對簽證一事不發一言，反而其公司《金
融時報》卻一再高調發聲。《金融時報》的聲明中指

出，馬凱日前返港後，僅獲批一個為期7天的簽證，聲稱一般
的英國旅客可留港6個月。
聲明又謂，入境處並未有解釋，為何只批出一個短時間的旅
客簽證，會向當局尋求拒絕續批工作簽證的原因。 《金融時
報》的社評又質疑，當局拒發簽證，是對FCC早前邀請「民
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演講一事作「報復」云云。

張建宗：做法與國際一致
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後會見傳媒，被問及馬凱工作簽證不獲
續期時表示，入境處每天處理大批工作簽證申請，均按現行法
律、政府政策以及每宗個案情況作決定；有關決定的原因也不
會向外公佈，做法跟其他國家一樣。他強調，目前有多達80
間外國傳媒機構在港運作，他們與本地傳媒一樣，充分享有新
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湯家驊：外國常拒絕記者入境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馬凱目前沒有工作
簽證，相信亦沒有特別理由留港，對特區政府只發予7天簽
證，並不感到出奇。湯家驊在facebook上發文說，假若馬凱不
獲續發簽證，真的與陳浩天演說事件有關，馬凱在事件中扮演
的角色並非記者，而是FCC活動的主要搞手︰「馬凱在『民
族黨』正被特區政府依法調查時，不去採訪陳浩天，卻去高調
舉辦一場國際盛事，為『港獨』建台造勢，被視為『不受歡迎
人物』是可以理解的。」
湯家驊強調，FCC演說一事，到目前為止特區政府都沒有干
預任何這方面的新聞報道，反問事件與新聞自由有何相干。他
又說，外國常有拒絕記者入境的事，惟不見外國政府要求其他
政府解釋。他希望公眾在事件上不要輕易人云亦云，不知不覺
做了破壞「一國兩制」的幫兇。

盧瑞安：勿再搞亂港社會秩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入境處不續批馬凱的工作簽
證，完全是依法辦事。盧又提到，是否讓馬凱入境，主要視乎
馬凱是什麼人，若馬凱被視為不受歡迎人物，列入黑名單的
話，一天簽證也不應批出；如視他為旅客，馬凱就應只履行旅
客的身份，不要再搞三搞四，借旅客簽證做出搞亂香港社會秩
序的事情。

周浩鼎：為「獨」搭台不受歡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強調，馬凱在港做了什麼，他自己
也心知肚明。在特區政府考慮禁止「港獨」組織「香港民族
黨」運作期間，外界也有強烈聲音，要求FCC不要邀請陳浩
天演講，惟當時以馬凱為負責人的FCC卻一意孤行，為「港
獨」分子搭建平台，完全漠視國家憲法及特區法律，當然不歡
迎留下，要求他離場，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鄭 治
祖）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副
主席馬凱被拒續留港工作簽證，
反對派隨即聲言事件令「新聞自
由」受損。不過，有網上民調就
顯示，76%受訪市民都認為事件
不會打擊新聞自由，只有 23%人
認為會打擊新聞自由，另有 1%表
示無意見。

《經濟通》與《晴報》昨日聯合
舉辦網上民調，詢問大家「香港外
國記者會副主席馬凱被拒續留港工
作簽證，你認為會否打擊新聞自
由？」截至昨晚約10時半，有 288
人投票，當中 76%投票者都認為
「不會」。
網民「kapsangza」更留言批評︰

「外國人在港支援分離份（分）

子，不捉去坐監都俾（畀）足面，
可惜香港未立（基本法）二十三
條。」「Nordost」認為不解釋為何
不續簽證是慣常做法︰「澳門經常
拒絕香港賣國賊、『黃C（絲）』入
境，從來不需解釋，那又有乜問
題？我唔鐘意任何毒蟲入我屋企，
我駛（使）唔駛（使）同佢地
（哋）『解釋』？」

逾七成網民認為不損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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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湯家驊 ■■周浩鼎周浩鼎■■盧瑞安盧瑞安

■政界人士指馬凱不獲續簽與新聞自由根本無關。圖為團體早前抗議FCC邀請「民族黨」召
集人陳浩天演講，馬凱（紅圈者）在現場接受請願信。 資料圖片

■■譚耀宗譚耀宗

■76%受訪網民認為不會打擊新聞自由。

■■張建宗張建宗

針對港鐵沙中線爆出的連串施工問題，發展
局昨日宣佈暫停多間承建商投標政府工程的資
格，其中禮頓建築被罰停標一年，在建築及道
路工程停標期更達15個月。政府對違規承建
商敢於「亮劍」是好事，亦是當局應盡之責。
展望未來，大型基建工程陸續有來，政府除了
要做好事後懲處，更需要做好事前、事中監
管，完善現有監管制度，確保本港大型基建工
程質量萬無一失。

港鐵沙中線在過去數月爆出連串施工問題，
包括紅磡站剪鋼筋事件，會展站一度沉降超標
要停工，以及土瓜灣站有牆壁鋼筋被削走。發
展局除了罰禮頓建築停標一年之外，另外3間
承建商分別被暫停工程投標資格3至4個月。
根據《承建商管理手冊》，承建商於公共或私
營工程表現嚴重欠佳，政府可以罰暫停投標，
降低投標組別，降級至試用級別，甚至在名冊
上除名。

禮頓是本港大型基建項目的主要承建商之
一，據稱禮頓手握高鐵西九龍站及政府7個項
目合約，工程總額達600億港元。但在沙中線
施工問題曝光之後，禮頓一直不肯出來面對公
眾作出解釋，甚至拒絕出席立法會特別會議，
明顯有負公眾期望。

作為大型基建工程的監管者，政府過往較少
處罰承建商，今次的罰單已經是近年最重的一

宗。但這不代表過往輕罰則的做法是正確的。
相反，當局有必要強化自身監管角色，敢於
「亮劍」，用「嚴刑峻法」來警醒承建商要以
一絲不苟的態度做好工程質量。以紅磡站剪鋼
筋事件的嚴重後果來看，停標一年的罰則看似
不重，但這僅僅是基於現時資料，如獨立調查
委員會揭露的事態嚴重，甚至涉及刑事成分，
當局理應有進一步更嚴格的處罰。

事後處罰固然是政府部門應盡之責，但這無
法挽回施工過程中已經造成的損失，僅屬亡羊
補牢。沙中線的一系列問題，暴露政府部門在
監督大型基建工程上有所不足，往往將其監管
責任委託給港鐵等大企業就了事。事實上，政
府有必要全面檢查監管制度，做好事前監督、
事中抽查。例如有意見認為，政府基建工程現
行投標制度中，應該調低投標價於標書的比
重，改為更着重質素及表現；又例如在承建商
施工過程中，政府應對不同項目、環節親自定
期抽查，確保施工符合圖則和質量標準。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發表網誌，預計本港
未來10年基建總投資會超過1萬億元。在本港
準備持續加大力度展開填海造地、修橋鋪路等
大型基建的時候，有關政府部門更加有需要盡
快完善監管機制，既要簡化程序提高效率，又
要加強監管施工質量，讓高效、高質的基建工
程，助力本港經濟再次騰飛。

完善基建監管 保證工程質量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副主席、《金融時報》

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tor Mallet）不獲特區政府續
發工作簽證一事，連日來被不斷炒作，外國記者會
等團體要求當局撤回拒續馬凱工作簽證決定，英美
方面更乘機干預香港事務，指此舉打擊新聞自由、
影響香港聲譽。特區政府出入境部門有權對來港人
士施加逗留限制，根本無需解釋。此前FCC提供平
台予「香港民族黨」公開演講鼓吹「港獨」，引發
香港社會強烈不滿，如果馬凱被拒續簽證與此有
關，當局做法也完全無損新聞自由。因為馬凱的所
作所為完全不屬新聞採訪工作範疇，而是挑戰「一
國兩制」底線、違反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政治
操作，與新聞言論自由何干？

英國《金融時報》證實，早前不獲特區政府續發
工作簽證的亞洲新聞編輯馬凱昨日由外國入境香
港，獲批7日旅遊簽證，馬凱以旅客身份留港，根據
簽證的條件，不可以在香港工作或讀書。入境處行
使的權力由法律賦予，按慣例不會公佈拒續理由，
做法與英美一樣，英美方面無權要求香港作出解
釋。正如中國外交部表示的，特區政府決定是否批
准在港工作簽證延期申請的權力是毋庸置疑，看不
到事件對香港聲譽有什麼影響。

外國記者會等團體猜測特區政府拒續馬凱工作簽
證與外國記者會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演講有關，指責此舉影響新聞自由。如果因果關係
如此，公眾大可以指出，馬凱以香港外國記者會副

主席身份，不顧中國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主流民
意的反對，公然邀請「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
演講播「獨」；一個業界組織提供平台去宣傳「港
獨」，根本就不是新聞報道活動，馬凱從事的也不
是「記者工作」，與新聞自由有絲毫關係嗎？

需要指出的是，此前FCC打着新聞和言論自由的
旗號，不顧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特區政府的勸
喻，不理香港的社會禁忌，將陳浩天奉為上賓，一
意孤行替陳浩天播「獨」搭台造勢，破壞香港法
治，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嚴重傷害了包括700
萬港人在內14億中國人民的感情。 FCC把鼓吹「港
獨」與言論自由劃上等號，根本是濫用自由，誤導
港人；FCC依仗作為新聞業界組織的身份，美化陳
浩天鼓吹「港獨」，毫無顧忌地破壞香港的法治，
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對新聞自由的扭曲和傷害。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在香港運作的80間外國
傳媒，與香港其他傳媒一樣，享有充分自由，新聞
自由及言論自由均受保障。 事實上，任何人入境香
港，在香港逗留、工作，皆要按照「一國兩制」、
中國的憲法、基本法以及香港的法例行事。任何試
圖以新聞自由旗號從事支持播「獨」等政治活動的
人和團體都應該明白，新聞自由不是從事違法政治
活動的擋箭牌。「港獨」是香港的憲制和法律禁
忌，也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最大破壞力量。以任何藉
口從事支持「港獨」的政治活動，特區政府和香港
市民都不會姑息。

馬凱搭台宣「獨」的政治操作 與新聞自由何干？

社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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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