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美常拒入境 政界責雙重標準

建制批反對派明挺「馬」暗撐「獨」
港有權拒發工作簽證 反對傳召官員「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繼續炒作香港外

國記者會（FCC）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

馬凱工作簽證事件。全體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日舉行記

者會，宣稱計劃在本月24日的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引用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保安

局局長李家超、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到立法會解釋。

各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強調，根據國際慣例，任何地

區均有權拒絕任何人入境，反對派若非無知，就是要刻

意挑起事端，為搭台予「港獨」分子的馬凱護航，實為

「暗撐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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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香港外國記者會
（FCC）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Vic-
tor Mallet）的工作簽證不獲續期，特首林鄭月娥昨日重
申，入境處是按現行法律、政策及每宗個案的情況而作出
決定，而不公開評論個別個案既是一貫做法，也是國際慣
例，又強調特區政府不會容忍任何鼓吹「港獨」，危害國
家安全的事。
林鄭月娥昨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就馬凱簽證不獲續期重

申3點：「第一就是出入境政策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在
『一國兩制』之下，我們自治的範圍；第二就是入境處處
長是按現行法律、政策以及每一個個案的情況而作出決
定；第三，我們一貫做法是不會公開評論每一個個案或解
釋、交代入境處處長所作的決定，而大家都應該知道這亦
是國際慣例。」

不容煽「獨」危害國安
反對派聲稱是次事件與馬凱主持「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的「港獨」演講有關，會「損害」香港的言論自
由、新聞自由。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對於任何鼓吹「港獨」，危害

國家安全、領土完整、發展利益的事不會容忍，同時強調
言論及新聞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並受到基本法保障，她
及特區政府一定會捍衛香港的言論及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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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
在記者會稱，林鄭月娥指

不作解釋是國際慣常做法的說
法，是「無賴和失禮」，是「赤
裸裸以政治手段打壓新聞自
由」。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聲
言，有來自外國的商界朋友因為
是次事件而擔心在港的生活受影
響，反映事件已「衝擊」香港的
核心價值和自由。公民黨黨魁楊
岳橋則聲稱，特區政府是次的做
法，已「打爛」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城市的金漆招牌。
而民主黨議員許智峯則聲稱，他
計劃在今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休
會待續議案，討論是次事件，並聲
言事件有迫切重要性，要求主席梁
君彥批准云云。

李慧琼：國際慣例毋須解釋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會見記

者時強調，是次事件與新聞自由
完全無關。香港有健全的出入境
制度，特區政府可以自行決定誰
人可入境，誰人可獲發簽證。在
處理每宗申請個案時，入境處會
按照相關法律和政策，並充分考
慮個別個案的情況後才作出審慎
的決定。
她指出，特區政府不應因受到
任何壓力，而就個別個案公開解
釋。事實上，無論是香港，以至
世界各地的出入境單位，都不會
就個別個案作出解釋，這是國際
慣常的做法，亦不會因當事人的
身份而有所不同。
李慧琼批評，反對派擬傳召行
政長官及多名官員「解釋」，是
荒謬絕倫的，民建聯會堅決反
對，又呼籲社會各界共同維護特
區政府根據基本法，行使的出入
境管制權力。

林健鋒：小題大做唱衰香港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批評，反對
派小題大做，是為了炒作政治議
題、唱衰香港，對香港社會百害
而無一利。

他又強調，入境處是根據法例
處理個別人士的入境申請，即使
拒絕也不會公佈原因，這是國際
做法，因此不擔心影響投資者信
心和香港營商環境。

謝偉銓：完全無關言論自由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及園境

界議員謝偉銓對反對派的做法感
到大惑不解。馬凱身為FCC的負
責人，高調搭台予「香港民族
黨」公然散播違法違憲的「港
獨」，而這和言論自由完全無
關。
他批評反對派議員身為香港特

區立法會議員，不應支持他人在
香港搭台，讓「港獨」分子公開
發表煽動分裂國家、將香港從中
國分裂出去的言論。

陳健波：不應誤導公眾
會計界議員陳健波提到，反對
派陣營內有律師及專業人士，沒
有理由不知道，入境處擁有審批
權力，同時毋須解釋所作出的決
定，這是國際的慣例。
他又說，希望反對派不要「混淆
視聽」，誤導公眾，更不應濫用基
本法第七十三條，圖影響特區正常
出入境的管制權利，罔顧香港人的
利益，實在可恥。

陸頌雄：拒簽證是合理安排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

出，工聯會堅決反對反對派的有
關建議。他強調，每個地區都有
自己的一套出入境管制，以維護
國家的安全，而馬凱提供平台，
協助「港獨」分子危害國家安
全，拒絕他留港也是合理的安
排。反對派是次高調為對方護
航，正表明其「暗獨」身份。

郭偉強：為達陰謀再損法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亦強
調，是次事件與新聞自由毫無關
係，反對派為達到自己的陰謀，再
一次破壞法治，攻擊特區政府管制
出入境的權力，做法可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外國記者
會副主席、《金融時報》亞洲新聞編輯馬凱工
作簽證續期申請遭拒，英美方面隨即開腔護
航。多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指出，英美禁止入境
的事件多不勝數，莫說旅遊或工作，即使已取
得當地移民資格者亦可被他們拒絕入境。現
在，英美在馬凱事件上小題大做，反映了英美
等地為了抹黑、攻擊中國而採取了雙重標準。

梁志祥：港非「無掩雞籠」
歐盟昨日發表聲明，稱特區政府拒絕向馬凱

續批工作簽證一事，「缺乏一個可信的解釋，
看來像一個出於政治動機的決定」，令人「極
擔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
新社聯會長梁志祥指出，在911事件後，美國
為保障國家安全，大幅度收緊入境限制，嚴控
入境措施，到特朗普上台後情況更甚，但他們
就要求香港像「無掩雞籠」般，讓其他國家的
撐「獨」分子大搖大擺在香港「援獨」，這種

雙重標準令人氣憤。
他認為，反對派與其為搗亂香港者護航，不

如譴責英、美政府多次拒絕其他人士入境。

何俊賢：圖增政治籌碼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每個國家或

地區都會把維護自身安全、領土完整等列作最
重要、最優先的考慮。
他指出，英美常年都根據其入境準則拒絕無

數人入境，現在卻利用馬凱事件大做文章，更
透過在港的衛星組織不斷炒作，企圖破壞香港
的入境制度，令人質疑是為了方便日後「撐
獨」的工作。同時，英美是次故意挑起爭端，
或是為今年11月舉行的立法會補選製造話題，
增加反對派的政治籌碼。

何啟明：英拒車路士班主簽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直指，近年英美高

舉「反恐」的旗幟，入境條例更加嚴苛。

他說，在今年4月，英國與俄羅斯交惡，車路
士班主、俄羅斯富豪艾巴莫域治在申請工作簽
證續期就被拒絕，最後只能以旅客身份短暫逗
留。當時，事件成為國際大新聞，英國亦無解
釋因由，何以現在又針對馬凱一事要求香港特
區政府「交代」？
他並批評反對派是想借馬凱事件，抹黑中央

及特區政府。

陳振英：英美漠視自己拒簽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自911事件

後，美國將「反恐」列為第一優先，對入境人
士採取極不友善的態度，到特朗普上台後，更
一刀切拒絕所有被指為不受歡迎的國家的人士
入境，就算部分人已獲得當地的移民資格，也
被阻止入境。
陳振英指出，英、美自己有大量極端不合理

的拒絕入境例子，有關人等不應只批評他人，
而看不見自己的問題。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
舉行記者會舉行記者會。。

■李慧琼（左）昨強調，是次事件與新聞自由完全無關。

■入境處是按現行法律、政策及每宗個案的情況而作出工作簽證可否續期的決
定。 資料圖片

特首林鄭月娥今天發佈任內第二份施政報
告。上年施政報告有 78項措施已落實完
成，以民為本、照顧基層的施政理念逐步推
進。目前土地房屋、醫療、教育、勞工社福
仍是市民最關心的問題，市民期待林鄭月娥
對這些重大民生議題，提出切實可行的願
景，訂出明確路線圖、時間表，善用龐大儲
備和財政盈餘，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
加快創科發展，給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帶來新突破。

上年施政報告中，有10項規模較小的關
愛基層措施，包括罕見病脊髓肌肉萎縮症患
者用藥的改善、向公營學校提供空調設備等
已落實，令不少市民受惠，特首林鄭月娥重
視基層、以人為本的施政正在逐步落實。市
民對這些惠民施政當然非常歡迎，但總體上
還是認為不足夠。對土地房屋、醫療教育等
與市民利益息息相關的施政範疇，市民有更
大的期待，社會有更深切的關注。因為在目
前香港社會更加趨向和諧，更加求穩定求發
展的環境下，市民希望政府能把握良好環境
和重大機遇，為民造福。

首先，社會期待政府的施政目標更貼近市
民所需，急民所急。例如，土地房屋是市民
最關心的議題，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將資助房
屋與私樓市場定價脫鈎，邁出正確第一步，
但如果沒有增加資助房屋建設和供應的時間
表和路線圖，沒有切實增加土地供應的方

略，土地房屋政策的願景就會淪為空談。希
望新一份施政報告在土地供應和資助房屋供
應上有切實的積極作為，議而有決，訂出清
晰路徑，讓市民對解決居住問題看到曙光。

另外，取消強積金對沖，仍然存在不少爭
議；醫療、教育、福利和勞工等問題，市民
亦希望政府增加資源、提升服務，政府同樣
應就這些問題提出清晰時間表，可以先易後
難，逐一解決；既要廣泛諮詢，凝聚共識，
更要迎難而上，拿出承擔，實現突破。

新一年的施政機遇與挑戰並存，中美貿易
戰升級，美聯儲加息資金外流，新興市場貨
幣紛紛下插，本港經濟面對的挑戰不容低
估。但同時要看到，香港擁有足夠的本錢。
截至今年9月底，香港的外匯儲備資產為
4264億美元，政府截至去年12月底的年度
盈餘為1106億元，財政儲備10645億元；
另一方面，國家經過改革開放40年，已成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是全球發展最快的
經濟體，為香港提供龐大的市場和發展機
會。如今國家穩步推進「一帶一路」、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科
中心，更為香港帶來巨大的新機遇。

特區政府手握豐厚儲備和財政盈餘，又有
背靠國家和得到國家全力支持的優勢，期待
新一份施政報告因應這些優勢，制定香港長
遠發展藍圖，展現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雄
心和良策，不負中央和市民的期望。

訂出可行願景規劃 市民期待施政新突破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第一副主席馬凱被入境處

拒絕工作簽證續期申請。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入
境處是按既定政策作出決定，不會就個案作解釋；又
指做法是國際慣例。立法會反對派則高調召開記者
會，揚言要傳召特首林鄭月娥及相關官員交代事件。
各地政府有權拒絕個別人士入境，而且毋須解釋，根
本是國際慣例，英美等所謂民主國家也概莫能外。他
們罕見地作出上綱上線的攻擊，暴露這些所謂民主國
家的虛偽和虛怯；本港反對派無事生非，炒作事件，
顯然是配合外部勢力挑戰香港出入境政策的自主權，
唱衰香港，損害香港利益，實在不得人心。

審批外國人的入境簽證及續簽是世界各地政府的主
權，各地的移民官員有權拒絕任何外國人入境，而且無
需公佈理由，其他國家政府亦不得干涉。本港入境處拒
絕續簽馬凱的工作簽證，只是按照本港法律和國際慣例
辦事，不值得大驚小怪。曾任入境處處長的行政會議成
員葉劉淑儀亦認為，政府的做法合情合理。

事實勝於雄辯。一向標榜尊重新聞自由、重視人權
民主的西方各國，拒絕個別人士入境的情況多不勝
數，甚至政府高官、國會議員被盟國拒絕入境亦時有
發生。今年6月，西班牙政治家、前北約秘書長、被
稱為「歐盟外長」的Javier Solana，申請到美國的電
子免簽被拒。前北約秘書長竟被拒入美國，能不說是
國際笑話？2009年3月，英國國會議員喬治‧加洛韋
被加拿大邊境服務局拒絕入境，之後加拿大聯邦法庭
更作出裁決，支持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決定。

新聞媒體擁有「第四權」，但記者被西方國家拒入
境屢見不鮮。黎巴嫩記者Ibrahim Mousawi和加拿大

記者laren Southen先後於2009年和2018年被英國拒
入境。2016年12月，加拿大攝影記者Ed Ou準備前往
美國北達科他州，採訪環保分子和土著反對興建輸油
管示威，結果被美方拒絕入境。

馬凱遭本港入境處拒續簽工作簽證，英美政府、歐
盟駐港澳辦事處、乃至美國商會迫不及待表示關注，
要求特區政府解釋，擔心所謂「基本法和《公民權利
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障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受
損害」。歐美各國一再發生記者遭拒入境的事件，為
何不見歐美政府發聲捍衛新聞自由，為何連自己人的
人權、自由都不出手保障？難道這就是歐美政府此一
時彼一時的雙重標準？

歐美攻擊特區政府採取雙重標準，選擇性地引用法
律和原則，本港反對派盡得真傳。反對派揚言將引用
基本法第73條，傳召特首林鄭月娥、保安局長李家超
和入境事務處長曾國衛，解釋馬凱工作簽證續期申請
被拒事件。這完全是濫用基本法，抹黑特區政府正常
的出入境管制措施，企圖混淆視聽，誤導公眾，與歐
美勢力遙相呼應，向特區政府施壓。

在「一國兩制」下，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對世界
各國或各地區人士的入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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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容置疑的法定權力。有網上民調亦顯示，
76%受訪市民認為此次事件不會打擊新聞自由。今次
事件與新聞自由毫無關係，反對派借題發揮，興風作
浪，再次證明他們不尊重香港的憲制秩序，不尊重基
本法和香港法律，不惜違背主流民意，為外部勢力干
預香港、煽動「港獨」推波助瀾。

出入境主權不得干涉 無事生非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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