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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正會見澳門立會參訪團 冀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發揮聯繫優勢 助融國家大局
■韓正（右二）昨日會見澳門特區立法會參訪團。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日上午

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由賀一誠主席率領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參訪
團。韓正希望立法會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澳門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
權威，堅定有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充分發揮聯繫各方的優勢，積極推動澳門融入國家
■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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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澳門特區立法會參訪團成員合影
與澳門特區立法會參訪團成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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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大局。

韓正會見了澳門特區立法會參訪
團，並與他們交流並合影留

念。會見中，韓正聽取了參訪團關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工作情況
的介紹並給予充分肯定。
據澳門廣播電視報道，韓正在會
見中表示，這是澳門特區自回歸以
來，澳門立法會第三次組織代表團到
內地。中央非常歡迎澳門立法會代表
團的來訪，代表團多到內地看一看和
走一走，更了解內地的發展，增強對
國家及對澳門未來發展的信心。

對內地港澳合作作指示要求
據引述，韓正指出，「一國兩
制」在澳門偉大實踐的 19 年來，充
分體現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得到有效
落實，充分體現澳門特區的高度自
治權取得的成績，而立法會作為特

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功勞
和貢獻是必不可缺的。
他讚揚歷屆立法會堅定按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支持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為全面準確地貫
徹「一國兩制」的方針，尤其是推
動以憲法和基本法所確立的特別行
政區體制，發揮了重要作用。
據引述，韓正表示，大家也看
到立法會對澳門的民主發展、法
制建設、社會進步作出了積極的
貢獻，中央政府對澳門立法會的
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港澳的發展
及對「一國兩制」的實踐、對內
地與港澳地區的合作都作出了指
示和要求，希望未來澳門能認真
貫徹和落實，為「一國兩制」的
實踐和澳門的繁榮作出貢獻。

據新華社報道，韓正在會見中表
示，希望澳門特區立法會認真貫徹
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澳門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堅決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權威，堅定有效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支持行政長
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充分發揮
聯繫各方的優勢，積極推動澳門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着力促進經濟適
度多元化，改善居民生活。

提3希望冀找好自身定位
賀一誠在發言中表示，澳門特區
立法會要更好地履行基本法賦予的
職責，為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為推進「一國兩制」事業作出應有
的貢獻。
賀一誠在會見後引述，韓正向澳

新華社

門立法會提出 3 點希望，包括必須
保護好和落實好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給予立法會的憲制責任，堅決維護
好國家主權；尊重行政主導，在行
政主導下做好立法的互相配合和制
衡的機制；港珠澳大橋年底通車
後，澳門需要找到自身定位好好配
合國家發展。
他續說，是次獲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會見，對澳門立法會全體議員是很
大鼓舞，中央並肯定歷屆立法會及第
六屆立法會第一個會期的工作，希望
澳門立法會繼續肩負澳門的立法任務
及監督政府施政的任務。
澳門立法會議員何潤生引述韓正
說，希望澳門立法會議員能夠多聽
市民不同聲音和意見，多了解民
意，與特區政府共同為增加居民的
獲得感和幸福感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特區政
府拒絕向香港外國記者會第一副主席馬
凱（Victor Mallet）續發工作簽證，有
部分反對派議員在昨日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前叫囂抗
議，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屢勸無效後
被逐離會議廳。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
評，反對派在會上搗亂的行為「離
譜」，影響議會的形象，更反映他們
的政治思維未夠成熟。在其後的會議
上，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提出休會
辯論馬凱事件，最終被梁君彥否決。
林鄭月娥昨晨到立法會發表任內第
二份施政報告，「議會陣線」議員毛
孟靜、陳志全、朱凱廸、區諾軒等及
公民黨成員在林鄭月娥進場時大叫口
號，高叫「捍衛新聞自由，停止打壓
記者」等口號。梁君彥多次警告無

效，將毛孟靜、陳志全、朱凱廸及區
諾軒趕離會議廳。同時，多名反對派
議員在林鄭月娥入場時拒絕站立，共
有12名議員自行離席抗議。

■有反對派議員
在昨日特首發表
施政報告前借簽
證事件叫囂抗
議，被立會主席
驅逐。
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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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批「冇修養冇智慧」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形容，反對派在
會上搗亂的行為「離譜」。她強調，
議會一向莊重，而發表施政報告的場
合一年也只有一次，反對派所為影響
了議會的形象，並重申特區政府為維
護國家利益而禁制相關宣揚「港獨」
者簽證，做法合理。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批評，反對派在
議會上破壞秩序的表現，反映他們多
年來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不斷地「往
後退」，並直言這類型的杯葛行動已
經不是第一次，反映他們政治思維未

夠成熟，「冇修養冇智慧」，「咁係
咩態度？」
他並認為部分反對派負評是次施政
報告，反映他們只是「為反對而反
對」，又指倘反對派有足夠理據批評
報告就提出，同時要提供標準及解決
方案，不要只空泛地指罵，「從咁樣
嘅行為已經反映到佢哋嘅智慧。」

陳曼琪引案例證不續簽依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川）香
港 外 國 記 者 會
（FCC）副主席、
■陳曼琪指入
英國《金融時報》
境處做法合法。
亞洲新聞編輯馬凱
（Victor Mallet）不獲香港政府續發
工作簽證及不獲知理由一事，香港中
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律師陳曼
琪昨日發表聲明，指根據英國以至香
港的類似案例，已說明國家安全凌駕
其他考慮，而入境事務處處長就外國

人出入境及逗留申請決定作出行政決
定。馬凱不獲續工作簽證，是中國香
港特區政府的行政決定，合憲合法，
是「一國」下「兩制」的表現。
陳曼琪在聲明中首先引述英國案例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
A.C. 374，英國法庭清楚指出因國家
安全凌駕其他考慮，法庭不會介入判
斷行政決定。
Schmidt and Anoth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Affairs ［1969］

2 Ch. 149 一案則指出，外國人無權
就延期逗留申請作出申述，更指出
外國人無權進入英國 ，亦無權有合
理期望獲批逗留，可在沒有聆訊及
沒有給予理由情況下不獲准延長逗
留境內。

指行政決定毋須解釋
根 據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上 訴 案 件 Ho
Ming Sai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CACV 162/1992，香
港高等法院上訴院採納了上述英國案

何君堯倡
「清潔港大」
革走戴耀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不斷散播所謂「中國崩
潰論」，為「港獨」分子張目。香港律師會
前會長、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認為香港
應發起「清潔香港大學」運動，將以「違法
達義」煽動青年人以身試法者的「人之患」
革走。
戴耀廷近日借中美貿易戰，不斷唱衰國
家，試圖為播「獨」尋找「正當理

由」。他近日在 fb 上載帖子，竟稱「在
新冷戰的國際格局下 」，中央將會「崩
潰」，屆時必帶來混亂 ，港人當「未雨
綢繆」。
在另一帖子中，戴耀廷則稱「在未來十
年，中國會出現極大的變動，由經濟至政治
及社會層面。……『一國兩制』沒可能維持
不變。香港人必須慎重思考，做好一切準
備，好應對在未來的關鍵時刻，將會出現的

在其後的會議上，許智峯提出休會
辯論議案討論馬凱事件，梁君彥拒
絕，指《入境條例》設有覆核機制，
即使不在會上討論，亦「不會產生一
些無法逆轉的後果」。他又表示已對
許智峯的訴求提出書面回覆，有關內
容在立法會的網站上均是公開，並強
調主席有權力作最終決定。

例 Schmidt and Another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Home Affairs ［1969］ 2
Ch. 149 ，清楚指出入境事務處處長
就外國人出入境及逗留申請決定是行
政決定，亦不需就此給予理由。
陳曼琪指出，馬凱不獲續發工作
簽證，不予以理由一事是中國香港
特區政府的行政決定，合憲合法，
是「一國」下「兩制」的表現，而
是次事件是在「一國兩制」下，香
港特區政府依據普通法及本地法律
的原則及保障國家主權及安全需要
所作的舉措，充分顯示「一國兩
制」的優勢。

那不可預知的危與機。」
何君堯就有感而發。他在fb提到香港近期
鼠患猖獗，更首現戊型鼠病傳人個案，「我
們必須要的起心肝，決心治理好環境衛生，
以免釀成鼠疫，塗炭生靈！講真！推動清潔
香港運動，其實不單只是防範鼠患，同時也
是防範人之患。」
他解釋，「自從 2013 年戴耀廷等人推動
『佔中』事件起，讓我們可以看得清楚，在
校園內充斥着很多不務正業的人之患。……
那些教法律的竟然教人違法達義，那些教化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右）昨晚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並宴請
以賀一誠主席為團長的澳門立法會京津參訪團。

社署發通告 禁機構援助「民族黨」

反對派圖借
「馬凱」
搞事被逐

張曉明會見賀一誠一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特區政府於上
月 24 日刊憲，宣佈保安局局長正式引用《社團條
例》取締「香港民族黨」。社會福利署津貼科近日
向多間社福機構發通告，禁止機構向「民族黨」提
供借用場地等援助。
特區政府於上月 24 日刊憲，宣佈「民族黨」為
非法社團。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當時向傳媒表示，經
過充分考慮過助理社團主任意見及「民族黨」的申
述後，決定根據《社團條例》，基於維護國家安
全、公共安全和秩序、保護他人等，行使命令，從
即日開始，「民族黨」就是非法社團。「民族黨」
幹事或成員可在 30 天內向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提出
上訴，但上訴期間保安局局長的禁令保持有效。
社會福利署津貼科近日向各受資助非政府機構主
管發出通告中指，保安局局長已根據香港法例第一
百五十一章《社團條例》第八（2）條作出命令，
禁止「香港民族黨」在香港運作或繼續運作。有關
命令已於上月24日在憲報刊登，即時生效。

若違法最高可囚兩年

通告指，「香港民族黨」從上月 24 日開始已是
一個「非法社團」，而《社團條例》下涉及非法社
團的罪行就「香港民族黨」而言即時適用，包括：
1，任何人如屬非法社團的成員，或以非法社團
成員身份行事，或參加非法社團的集會，或向非法
社團付款或給予援助，或為非法社團的目的而付款
或給予援助，首次定罪可被罰款2萬元及監禁12個
月，第二次或其後被定罪，可處罰款 5 萬元及監禁
兩年；
2，任何人明知而容許非法社團或非法社團成員
的集會在屬於他或由他佔用或控制的任何房屋、建
築物或地方舉行，首次定罪可被罰款 5 萬元及監禁
12 個月，第二次或其後被定罪，可處罰款 10 萬元
及監禁兩年；
3，任何人為非法社團的目的而向他人牟取或企
圖為非法社團的目的而向他人牟取社團費或援助，
可處罰款5萬元及監禁兩年。
社會福利署津貼科促請各機構主管留意有關訊
息，防止在營運資助福利服務時涉及有關刑責。

學的竟教人製造毒氣、那些教授機械的竟自
起殺機。」

斥戴以學術之名煽動學生
何君堯批評，「他們沒有誘導學生向善
之餘，還假以學術自由之名 ，扭曲言論
自由之實，煽動青年人以身試法 ，在背
後推波助瀾，慫恿學生粗暴地衝擊校務
處，挑撥學生情緒 ，破壞校園和諧的學
習氣氛，打砸了大學莊嚴的校訓 。如今
大學之道，不再是明明德 ，而是人格盡

失！」
他認為，與其繼續將大量資源投放在此等
糟糕的教育環境𥚃 ，倒不如將金錢拿去做多
些善事，「以免那些衣冠禽獸收取薪金累人
累物！如今，我們的特首作為各大學的校監
或最高領導人，當務之急必須是立定決心，
將那些累人累物的，猶如鼠輩般，予以殲
滅！」
何君堯強調，「清潔香港人人有責！讓我
們就由大學校園開始，撥亂反正，革走鼠輩
戴耀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