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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悼劉迺強逝世
香港文匯報訊 11 月 21 日
晚，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迺強在香港逝世，享年 71
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對
劉迺強辭世表示深切哀悼，
「我對他離世感到難過，謹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
問。」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致唁電悼念劉迺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
辦網訊，11 月 21 日晚，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迺強在香港逝世，享年
71 歲。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昨日向劉迺強親屬致唁
電，對劉迺強逝世表示沉
痛悼念。
唁電全文如下：

林鄭月娥表示，劉迺強長
期以來積極投入公共和社會
服務，展現了對國家和香港
的關愛，特別在與基本法有
關的工作上，他曾在回歸前
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
員，並自 2007 年起出任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在推廣
及研究基本法的工作上，貢
獻良多。

唁 電

劉迺強先生親屬：
黯悉劉迺強先生與世長辭，不勝哀慟，謹
致沉痛哀悼！
先生一生堅定愛國愛港，心繫國家發展，
擁護「一國兩制」方針，一直十分關心青年學
生健康成長，積極投身香港社會和法治建
設。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委
員等重要職位期間，認真履職，積極建言，
敢於發聲，勇於任事，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作出了重要貢
獻。
先生的高尚品格、赤子情懷令人敬重和景
仰。
望節哀珍重！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
聯絡辦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8年11月22日

大 Sir 設靈 各界感德
董建華梁振英林鄭王志民等致送花圈 譚鐵牛等致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著名工業家、首屆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
人鍾士元於本月 14 日逝世，昨日於香港殯儀館設靈。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建華、梁振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致送花圈。中聯
辦副主任譚鐵牛，以及香港政商及社會各界人士到場致祭。
席大法官楊鐵樑，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
能，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等昨日到場致祭。
多名曾與鍾士元共事的前政要告別老
友。前立法會議員李鵬飛盛讚鍾士元為香港
發展貢獻良多，包括發展經濟，籌建多所大
學，確立香港公共醫療體系等。田北俊表
示，他父親曾與鍾士元共事，對方一心為香
港，尤其在香港平穩過渡、維護「一國兩
制」方面貢獻良多。
家屬向來賓贈送悼念冊，憶述鍾士元為
香港貢獻良多的一生。鍾士元於 1917 年出
生，1941 年於港大畢業，因不想為侵港日
軍工作，鍾士元遠赴江西工作，並在江西與
大學女友張蓉馨結婚、相守一生。
1946 年，鍾士元返港任光宇製造廠總工
程師，開始其工業家生涯。他曾領導香港多
個重要工商組織如香港工業總會，生產力促
進局，亞洲生產力組織等。他還獲中央政府
委任為港事顧問、籌委會委員等，協助香港
平穩過渡。
1997 年，鍾士元以 80 歲高齡獲任為第一
屆特區政府行政會議召集人。

整個靈堂則以米白色布幕為背景，牆邊
天花則有倒置拱形花圈裝飾。靈堂中

央擺放鍾士元身穿神色西裝、紫色領呔，雙
手手指交叉握實的半身彩色遺照。遺照前則
擺有五束由兩子一女，及多名孫兒獻上的花
圈，上方排上「德高望重」四字的橫匾。祭
台上擺放數十支白色蠟燭及數個載有白色蠟
燭的銀色蠟燭台，祭台上亦擺滿白色花束。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送花圈。全國人大
常委會辦公廳，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
辦，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及全體非官
守議員等亦有致送花圈。其他致送花圈者包
括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等、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霍震寰、港鐵主席馬時亨等。

政壇讚為「一國兩制」貢獻多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香港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陳肇始，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葛珮
帆，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前最高法院首

各界到場致祭

■鍾士元爵士設靈。

■譚鐵牛

■梁君彥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聶德權
中 聯 辦 主 任 王 志 民 、 國 務 院 港 澳 辦 致 送 花 圈

■楊鐵樑

■李國能

■黃仁龍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董建華，梁振英，林鄭月娥等致送花圈。

自由雖為社會運作重要基石，但言論自由
從來都不是毫無限制。
他又提到一些「有特定傾向」的學者鼓
吹「言論自由不應受任何限制，除非言論
煽動或引致暴力」，但鄭國漢表示不敢苟
同相關看法，並以德國等歐洲國家設立
「仇恨言論法」限制宣揚種族主義為例，
反映外國也會按社會情況或歷史需要處理
有關問題。

校長贈言：慎思明辨
鄭國漢於講辭後段特別向有關學生「贈
言」，提醒他們社會議題可循許多渠道討

涉禁錮辱副校 理大
「獨」
生受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理工大
學學生會一批成員上月就校內「民主牆」
管理的問題，帶「大聲公」拉隊前往大學
管理層辦公室鬧事，威嚇辱罵暫任副校長
（學生事務）沈岐平及學務長莫志明，更

涉嫌非法禁錮兩人。該校學生紀律委員會
昨日向部分涉事學生發信，確認接獲投訴
並將進行調查，要求有關學生於下月 6 日
前作書面回應。
涉事並接獲信件學生包括學生會會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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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撮嶺大畢業生昨日又趁機在畢業禮上演政治騷，主禮的林鄭月娥全程微笑，大方
應對。
有線新聞截圖
論，形容「學生的訊息或在憤怒中失去方
向」，若同學希望有效表達意見，必須輔
以有力的分析及證據。嶺南大學昨晚回應
指，對於有學生在畢業禮上叫囂及騷擾典
禮進行，校方深表遺憾。嶺大的博雅教育

旨在培育學生慎思明辨，以及要有獨立思
考的能力，校方希望同學發表任何言論時
應尊重別人，以不騷擾到其他人士為大前
提，今次同學的行為已嚴重干擾到典禮進
行，以及在場的每一位同學及家長。

穎恒、校董會學生代表李傲然及學生幹事
會外務副會長鄭悅婷。信件提及學生紀律
委員會接獲物業管理處投訴，指有學生在
上月 4 日於理大李嘉誠樓作出不當行為，
或違反校規。
據了解，物業管理處的投訴信中詳細指
出當日事發經過，包括林穎恒在副校長辦

公室外使用大聲公說話，阻礙學校運作。
另有學生曾以言語侮辱職員，及以身體阻
擋沈岐平及學務長莫志明離開等。
理大學生手冊列明，攻擊、傷害或誹謗
師生，及損壞大學財產的個案均可由學生
紀律委員會作調查，罰則包括社區服務、
停止使用大學設施、停學及開除學籍等。

油尖旺區員莊永燦病逝

林鄭淡定主禮 嶺大搞事生敗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年本港的
大學畢業禮上，總有一小撮自命「關心社
會」
的學生趁機在這莊嚴場合上大呼小叫或
展示不相干的標語，以宣示「高見」博出
位。在昨日的嶺大舉行畢業禮上，又有十
多名畢業生作出上述「例牌」舉動，有人反
對「明日大嶼」填海計劃，有人不滿特首校
監必然制、校董的委任等。為令主禮的行
政長官兼校監林鄭月娥尷尬，有人刻意拒
絕向她鞠躬，但林太微笑應對，令搞事者
「無癮」
敗退。
校長鄭國漢昨日致辭時，批評在香港有
人藉言論自由挑戰政治秩序。他說，言論

特 區 高 官 致 送 花 圈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經民聯油尖旺區議員、律師莊永
燦前晚病逝，終年 66 歲。
經民聯昨日發聲明表示，莊永
燦前晚於浸會醫院因病與世長
辭，享年 66 歲。
莊永燦自 2008 年起擔任油尖旺
區議員，致力以法律專業知識幫
助街坊解決疑難，還擔任建築物
上訴審裁小組主席、香港國際公
證人協會理事及香港律師紀律審
裁團審裁員等多項公職，畢生致
力服務社會，貢獻良多，並於
2016 年 獲 行 政 長 官 頒 授 榮 譽 勳
章。

經民聯致悼：貢獻良多

經民聯指，莊永燦從事公職多
年，為社區、為聯盟貢獻良多，
對於其辭世深感惋惜及哀痛，並
向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莊永
燦律師的辭世，是聯盟和香港的
一大損失，聯盟仝人冀繼承莊律
師矢心服務社群的遺志。聯盟祈
願莊律師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