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對於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表示，

政府大致完成國歌法本地法例的草擬工作，目標在明年初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審議工作。不過，「民

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聲稱，反對派「原則上」並不反對國歌法，但如果在立法會議員宣誓時奏唱國

歌是「欲加之罪」、「莫須有」云云，被建制派批評說法是雞蛋裡挑骨頭。

屈宣誓唱國歌是「審查」
毛孟靜雞蛋裡挑骨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30
餘名「反加拿大政治綁架關注組」成
員昨日到加拿大駐港領事館外示威，
要求加拿大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華為
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示威
者批評加拿大無端拘押孟晚舟是為虎
作倀的政治綁架，是充當美國打手，
發起針對中國科技領軍企業的定向打
擊。他們強烈抗議美、加的無恥行
為，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孟晚舟。

市民示威促加國即放孟晚舟
所謂「民生無小事」，不
少議員對於地區大小事務都
十分關心。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近日就接獲居民反映，指何文田港鐵站
距離愛民邨與何文田邨的位置甚遠，使當區居民
的交通極為不便。她要求港鐵提供免費穿梭巴
士，以方便愛民邨及何文田邨居民乘搭港鐵。
梁美芬昨日表示，有不少居民向她反映，指港

鐵何文田站距離愛民邨與何文田邨較遠，中途更
要走一條「長命斜」，惟沿途只有少量路段有上

蓋；若選擇乘搭小巴每程車費為4元半，實在不
值。她又親身試走，發覺徒步也需7分多鐘才能
到達，直言「行去何文田港鐵站又遠又辛苦」。
梁美芬認為何文田站「開咗等如無開，得物無

所用」，表示居民如常繼續選搭巴士、小巴等交
通工具，令何文田站的使用率依然處於低水平，
直言是浪費了寶貴的公共資源。
她要求港鐵提供免費穿梭巴士，以方便愛民邨

及何文田邨居民乘搭港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何文田距港鐵遠 梁美芬爭設穿梭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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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加拿大政治綁架關注組」要求無條件釋放孟
晚舟。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梁美芬為愛民邨及何文田邨居民
爭取增設接駁巴士。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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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跨境基建，把握「一帶一路」、大
灣區機遇

成立聯合特別職務隊，泥頭廢電器絕跡
街頭

重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

免疫治療和更多治癌藥物納入《藥物名
冊》

落實乳癌篩檢及子宮頸抹片檢查

實現智慧安老，生果金免審查

展開第四次整體運輸研究

建立「大灣區綜合農業村」

更多全日制和長全日制幼稚園學額及津
貼

完善旅遊配套，優化囗岸設施

增建公屋，輪候3年可上樓

多管齊下，覓地建屋

設立過渡性租金津貼

「 又 到 聖
誕 ， 又 到 聖
誕……」民建

聯全體13名立法會議員，以及該
黨宣傳及公關委員會主席譚榮
勳、成員古揚邦及關浩洋，昨午
舉辦聖誕派對，與傳媒預祝佳
節，眾人更佩戴充滿節日氣氛的
配飾如頭箍、眼鏡及領呔等，十
分有誠意。
雖有說「遊戲時遊戲」，然而
他們的聖誕願望仍與香港發展及
各人工作範疇有關（見表）。民
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聖誕過後
就是新年，新年過後就是新年度
財政預算案公佈，希望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實現小市民願望，令他
們可分享發展成果。
之後多名議員與傳媒分組大玩
遊戲，分別是長壽綜藝節目遊戲
「超級無敵估估吓」和「超級無
敵乒乓波」。由葛珮帆、何俊
賢、周浩鼎、劉國勳及鄭泳舜組
成的一組或許較為年輕，於兩個

遊戲都擊敗由陳克勤、黃定光、
蔣麗芸、梁志祥及柯創盛組成的
另一組，令經典的「打和」場面
沒有出現。
暫時放下工作，議員們玩遊戲時

都十分投入，例如在「估估吓」
中，當要指導記者答出「阿茂整

餅」答案時，蔣麗芸就拿陳茂波來
開玩笑：「財爺整蛋糕！」然而因
說出「整」字而作廢。而她在遊戲
開始時，就連續「飛」掉多條問
題，選擇不去演繹，連司儀也「溫
提」道：「再飛就無㗎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

民記盼財爺與民分餅仔

聶德權昨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表示，今年3月至5月已就

國歌法本地立法方向諮詢委員會，並透
過委員會舉行公聽會，聽取市民意見，
收集意見後就進行內部法例草擬工作。
他指政府大致完成國歌法本地法例的
草擬工作，會按相關程序處理，目標明
年初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再交至法案
委員會審議。
聶德權指，因國歌法屬全國性法律，
同時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故需要履行憲
制責任，將全國性法律透過本地立法方
式於香港實施。他表示會先參考全國性
法律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強調不會「照
抄」，會充分考慮香港本地的法律制度
與香港當前的情況。
至於會否加入近日盛傳在不同場合如
立法會議員宣誓時須奏唱國歌的條文，
他指條文附表中會列明「須奏唱國歌」
的場合，若日後需要增刪，則會透過附
屬法例的形式處理。

聶德權又指全國性法律中，議員宣誓儀
式是其中一個須奏唱國歌的場合，因此會
在本地立法中參考原則處理這種情況。

稱不反對國歌法卻拉布
毛孟靜昨日舉行傳媒茶敘時稱，早上

與聶德權會面討論有關國歌法本地立法
的事宜，她稱在基本法中已有國旗法及
國徽法，而在議員宣誓時已確認了議員
須效忠國家，因此反對派「原則上」並
不反對國歌法本地立法，但聲言盛傳的
新要求有許多存疑的地方，包括將國歌
法刑事化及議員宣誓時要奏唱國歌等。
毛孟靜聲稱，新要求予人感覺是「政
治審查」、「人人自危」，聲言若宣誓
時播放國歌，有議員遲到、聽電話、去
廁所等，是否又觸犯國歌法，而當局在
今年3月開始就國歌法本地立法展開討
論，但現在卻新增額外條件，是「僭
建」、「莫須有」，將爭議變得白熱
化，是各方面加設「政治威嚇」的訊息

與手段。
她預計，國歌法本地立法的「重頭
戲」不是首讀或二讀，而是在法案委員
會，揚言反對派在審議草案時，將會對
條例「逐字斟酌」與爭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全世界都知道在奏
唱國歌的場合時何謂莊嚴與尊重，即使
是外國亦是一樣做法，質疑毛孟靜常稱
自己很「國際化」，卻連對尊重國歌的
要求也不理解，又批評對方所列的質疑
是貽笑大方，「咁大個人仲講埋晒呢啲
嘢」，只是想在雞蛋裡挑骨頭。

效忠國家尊重國歌合理
葛珮帆認為，反對派雖聲稱不反對國
歌法本地立法，但實際上只是礙於他們
深知反對是理虧，因此只能透過所謂的
「逐字爭論」去拉布。她直言拉布已是
反對派的慣常伎倆，為的只是無事生
非，對此亦不會感到意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表示，國歌
法要求議員宣誓時奏唱國歌是理所當然
的事，認為既然議員要擁護與效忠國
家，尊重國歌顯然也是合理，所以他對
毛孟靜所稱新要求是「莫須有」的說法
感到不理解。
他又指，反對派雖稱原則上不反對國
歌法，但在實際上卻又不支持，而國歌
法的內容已不是十分嚴格，只是寫出在
哪些場合需要播國歌，與一般操作相距
不大。他表示，建制派會盡力釋除公眾
對國歌法的疑慮，並呼籲反對派不要再
胡亂抹黑國歌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在過去
的立法會選舉中，多個選區均出現選舉
呈請的狀況，使候選人本應獲發的選舉
資助被凍結，遲遲未能獲批。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昨日在政制事務委員會
內提出臨時動議，要求政府盡快修例，
向被推延選舉資助的各候選人盡早發放
資助金額，動議最終大比數同意下獲得
通過。另外，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亦討
論上調明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資助額及
選舉開支限額，議員普遍支持修訂。

一人提呈請 全部被凍結
林卓廷昨日在政制事務委員會內要求
政府修例，改變立法會選舉中，選舉呈

請會凍結同區所有候選人選舉資助的做
法，向被推延選舉資助的各候選人盡早
發放資助金額。他指，每當選舉涉及選
舉呈請案，政府就會扣起對候選人的選
舉資助，待案件審完過後才可發放，惟
案件往往過了很多年仍未完結，直言
「蝕息都蝕死你」，亦相信在座很多議
員都是受害者。
林卓廷的言論引起在場議員熱議，委員

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笑言
「我都未收返」。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
勳對林卓廷亦表示認同，認為無論結果輸
贏都應先向候選人發放資助金額，因各候
選人確實有參與過選舉而使用經費，他相
信法庭的判決與資助之間沒有太大關係。

林卓廷最終提出臨時動議，「本會要求
政府盡快修例，盡早發放推延各參選人的
資助金額，若日後法庭另有裁決，自可按
法例處理有關資助金額的爭議」，無約束
力議案最終以大比數通過。

聶德權：措施保障公帑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回應

指，根據現行法例，確實要留待選舉呈
請案完結後才能發放，對於林卓廷所指
的情況表示體諒，亦同意要修例，惟他
認為同時要保障公帑的使用恰當。
另外，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亦討論上

調明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資助額及選舉
開支限額，聶德權提出每名候選人獲得

每票的資助額將由14元增至15元，選舉
開支上限則由 63,100 元上調至 69,000
元。他又指，當局會再參考2018全年通
脹率及2019年全年通脹率的最新預測，
屆時會再根據數據再確定最終的資助
額。
多名議員對於修訂表示歡迎，劉國勳則

認為選舉開支限額有上調空間，認為限額
太低可能會限制了候選人的選舉方式及宣
傳創意。他又指，現時的資助額上限只會
資助候選人的選舉開支的一半，他建議當
局可考慮將上限改為全數資助。
聶德權表示，有關選舉開支限額不可過

高或過低，目前而言亦會考慮選舉的通常
支出及通脹作計算，相信已較清楚。他續
指，政府資助候選人原則上是是希望創造
有利政治人才發展的環境，但候選人亦需
要承擔部分競選開支，以示公平。

立會通過促修例 速發放選舉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復旦大
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應團結香
港基金邀請來港，昨午於會展中心作主
題演講「中國崛起的世界意義」。他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中國高速崛
起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最大外匯儲備
國，擁有高達4億人的最大中產階級，
改變了世界。他認為，「中國模式」可
歸納為「協商式民主」，較西方「對抗
性民主」有明顯優越性，也是中國快速
崛起的秘訣。中央政府積極將香港納入
國家發展，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升為
國策，香港需把握好「一國」之利，尋
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張維為表示，中國現在已是130多個
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也是周邊國家的
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崛起直接影響這些
國家的發展，對世界的影響力舉足輕
重。中國的經濟和市場的規模已領先世
界，中國自己就自成一個世界，一國的
人口就超過西方世界的總和。中國的強
盛，已經不容置疑。

「中國模式」作用重要
他認為中國快速崛起，得益於獨一無

二的「中國模式」，市場和政府共同發
揮重要作用，中央政府每5年作出整體
發展規劃，而宏觀和長遠規劃一直穩定
延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世
界最強；同時又充分發揮市場經齊的優
勢，95%以上的物品由市場定價。
張維為認為中國能形成這種高效政治

體制，得益於國家由一個代表整體國民
利益的政黨來領導，中央政府擁有足夠
的威信能夠協調各方訴求，能迅速選擇
一個最有利於大多數國民利益的發展方
向。中國是最講究民調的國家，作出5
年規劃前，會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作出
各方面的調查，總結及回饋各種發展建
議，最終形成最科學的整體規劃。

港對抗性民主損效率
張維為指出，香港是典型行政主導政治體制，亦
有明顯優越性，但在回歸前夕，港英政府違背承
諾，大幅引入西方對抗性民主政制，令香港發展效
率大幅下降，社會分裂對抗。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並推出『粵港澳大灣區』國策，對
香港發展和社會穩定發揮重要作用。」張維為指
出，香港加入大灣區建設，不再局限在狹小的原有
地理疆界，香港擅長的金融、專業服務、商貿和物
流等有了廣闊的市場，香港領先的科技成果有了大
灣區完善製造業基地，可以很快形成生產力，令香
港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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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在
團結香港基
金活動上作
演講。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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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多位立法會議員昨午舉辦聖誕派對，與傳媒預祝佳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毛孟靜昨與傳媒茶敘。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西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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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聖誕將至，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上周五晚上出席了政務官協會一年一度的聖
誕聚餐。她表示，很高興席上遇見許多已退
休的資深政務官好友，能夠讓這批新舊同事
聚首一堂，提早慶祝佳節。葉太形容此次聖
誕聚餐甚具特色，更透露一眾政務官上台獻
唱聖誕歌，加上整個程序以英語進行，令大
家有如走入時光倒流般的感覺。她又表示有
不少人反映，認為香港的英語水平普遍下
降，她相信是因為現時以英語進行的活動愈
來愈少，故對於這個以英語進行的政務官協
會聚會表示值得表揚。

歡 度 聖 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