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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主動積極融大局
爭參與國家三大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香港推動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2019年是充滿挑戰和機遇的一年，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要求，香港特區將更主動積極地融入國家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和

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今年，香港會爭取積極參與3件國家大事，分別是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及建國70周年活動。

譚鐵牛弔唁楊鳴章主教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訊，1月7日，中聯辦副

主任譚鐵牛前往天主教香港教區明愛中心公眾會堂
「楊鳴章主教靈堂」，代表中聯辦向楊鳴章主教去世
致以深切悼念，對其多年來在積極服務社群、促進宗
教和睦及社會和諧等方面做出的貢獻表示敬意，同時
對香港教區神長教友及其親屬致以誠摯的慰問。宗座
署理湯漢樞機，夏志誠輔理主教，陳志明、蔡惠民副
主教等陪同。
楊鳴章主教1945年12月出生於上海，1949年移居

香港。1978年晉鐸為神父，2009年至2017年擔任天
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2014年至2016年擔任香港教
區輔理主教，2015年至2017年被任命為香港明愛理
事會主席、香港明愛管理局主席，2016年至2017年
擔任香港教區助理主教。2017年8月1日就任香港
教區主教。2019年1月3日因病去世。

■譚鐵牛弔唁楊鳴章主教。 中聯辦圖片

委
宗
座
署
理
遭
政
治
化

陳
日
君
摑
《
蘋
果
》

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原任主
教楊鳴章逝世後，反對派中不
少人借機以繼任人問題大玩政
治文章。在教區日前宣佈，委
任榮休主教湯漢樞機為教區的

宗座署理，負責在主教出缺期間治理教區
後，凡事政治化的《蘋果日報》，昨日就頭
版大字引用不具名的「教區人員」聲稱，此
舉「有違律例」。不過，被《蘋果》「奉若
神明」的天主教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昨日就
發表聲明，指報道中引述「教區人員」稱此
委任做法「違律例」並不準確，又稱各人對
此委任的解讀純屬個人猜測。

屈教廷阻夏志誠坐正
天主教香港教區日前宣佈，於上周六下午

接獲梵蒂岡宗座萬民福音部通知，委任湯漢
樞機為香港教區的宗座署理。《蘋果》就以
頭版大字標題稱《教廷翻閹湯漢 阻夏志誠
坐正》，其中引用不具名的所謂「神職人
員」，稱是次安排「是赤裸裸的干預，教區
高層默許違反教會律例」。
報道並引述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

邢福增稱，翻查《天主教法典》，只有未成
立教區的地方才會以宗座署理頂替教區主教
之職務，小標題為「宗座署理專做開荒牛」
云云。
《公教報》fb專頁昨日刊出了陳日君的聲
明，點名就有關報道「提出更正和補充」。
陳日君指，報道中稱有「教區人員」稱此委
任做法「違律例」並不準確。「若決定是經
教宗同意，教廷有權這樣做，這只可算是特
別處理，不是違律例。」

特別處理 無違律例
他續指，《蘋果》在報道中指稱「宗座署

理專做開荒牛」亦不準確。「教區若未成
立，會由宗座署理管理；但有了教區，甚至

有了主教後，教廷也可委派宗座署理全權代理教區
（如：韓大輝總主教2015年曾被派到關島作宗座署理
幾個月）。」
陳日君相信，宗座委任湯樞機可能由於他剛卸任主教

一職僅一年多，對教會的運作較熟悉，且宗座署理的職
權大於教區署理，方便繼續教務運作。
他更透露：「宗座署理其中職責是幫助教廷處理接任

主教事宜，委任湯漢為宗座署理亦較方便，因湯樞機不
會再有機會擔任未來主教一職，故其身份較中立；相反
夏志誠輔理主教因有機會成為主教人選，被推選為署理
主教或會令他置身尷尬局面。」
被問到是次教廷委任有否政治動機，陳日君稱，香港

很多事已經「政治化」，故此「各人對此委任的解讀純
屬個人猜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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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澳
門各界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
周年座談會」前日在澳門舉行，澳門
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表示，澳門將繼
續發揮好兩岸交流的橋樑作用和「一
國兩制」的示範作用，大力推動澳門
與台灣多方面的交流合作，提升澳門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影響力，為
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促進祖國
和平統一進程，作出更大貢獻。
崔世安和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外交部駐澳

特派員沈蓓莉，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孫
達，解放軍駐澳門部隊政委周吳剛，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賀一誠，全國政
協常委廖澤雲、馬有禮，和澳門各界
代表220多人參加了座談會。
崔世安、何厚鏵、傅自應、賀一誠
在座談會上先後發表講話，13名社團
代表作了發言，交流了學習習近平主
席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
念會上重要講話精神的體會。

崔世安：積極宣傳「一國兩制」

崔世安在座談會上表示，「一國
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表明了
「一國兩制」是台灣問題的最佳解决
方案。在中央對台政策的指引下，澳
門會繼續發揮好兩岸交流的橋樑作
用、「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大力
推動澳門與台灣貿易、教育、旅遊等
方面的交流合作，擴大人員往來和各
界交流，積極向台灣同胞宣傳澳門回
歸後的巨大變化，講好「一國兩制」
成功實踐的「澳門故事」，提升澳門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影響力，增

進台灣同胞對「一國兩制」的認同，
為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促進祖
國和平統一進程，作出新的更大貢
獻。

傅自應籲學習貫徹習講話
傅自應表示，希望澳門各界認真學
習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一是不
斷推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二是
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是積
極穩妥開展澳台民間交流；四是積極
開展反「獨」促統活動。

澳門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今年首次行政會議前
向傳媒表示，2018年對她和特區政府

來說是非常充實的一年：香港去年整體經濟
狀況保持良好，雖然到第三季有下調的跡
象，但去年全年預測應可達到實質經濟增長
3.2%，稍高於過往10年平均的2.7%，失業
率亦創20年來的新低──2.8%。
踏入2019年，她認為外圍有很多不明朗因
素，包括繼續出現保護主義抬頭，特區政府
會高度關注並保持警覺，嚴陣以待，與企業
同舟共濟，與市民風雨同路。「如果需要採
取適時的應變措施，我們亦會非常緊張、非
常樂意去做這些工作。」
2019年，林鄭月娥形容將會是充滿挑戰和
充滿機遇的一年，特別是根據國家主席習近
平要求，香港特區會更主動積極地融入國家
的進一步改革開放，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深度參與「帶路」論壇
在這前提下，她指今年最少有3件國家大
事，香港都會爭取積極參與。一是在4月舉
行的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林鄭月娥指出，她希望香港特區可爭取
在第二屆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中，有更深度的參與。
她解釋，雖然香港特區有參加第一屆的高
峰論壇，但人數較少，而香港在「一帶一
路」的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特區政府
近年亦倡議「併船出海」，即是說內地的企
業投資在「一帶一路」時也用好香港的專業
服務這個平台，故希望在第二屆有更深度的
參與。

進博會爭拓更大展區
第二件國家大事，是11月在上海舉行的第
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去年參與了第一屆進博會，成績效
果俱佳，「同樣，今年的進博會政府會爭取
更大的展區，讓香港企業可以更積極地參
與。」

連串活動慶建國70年
第三件國家大事是建國70周年的盛事，林

鄭月娥說，香港會進行一連串的慶祝活動，
如果內地有大型的慶祝國慶活動，相信中央
亦很願意讓香港參與。
她並強調，自己今年會繼續逐一落實去年

施政報告提出的二百多項措施，但最重要的
是與土地房屋相關的部分，包括嚴肅跟進土
地供應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
被問到社會福利署日前宣佈，領取長者綜

援的合資格年齡由下月1日起從現時的60歲
改為65歲。林鄭月娥解釋，是次改動是因應
人口老齡化及壽命延長，反映社會人口的現
實。事實上，目前只剩綜援項目仍以60歲作
為合資格申請年齡，醫療券、兩元乘車優惠
等其他項目都已改為65歲，是次改動屬於理
順工作。
她指出，現時很多60歲以上的市民仍然在

職，包括她自己仍是每天工作十多小時，是
次改動並無其他目的，並非為了省錢，更不
是「不近人情」。
林鄭月娥強調，新改動對正在領取長者綜

援但未達65歲之人士毫無影響。如有未達65
歲之人士在新的安排生效後申請長者綜援，
政府不會拒諸門外，但會提供就業支援。如
該人士有體弱或傷殘，則會進入身體虛弱或
其他類別，故不存在節省公帑的意圖。
她表示，社會福利署和勞工處近年在長者
就業方面做了很多支援的配套，包括有向僱
主提供津貼聘請年長人士，而政府樂意加強
推動中年和年長人士進入勞動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壯）特區政府日前有兩項採
訪安排引起傳媒不滿，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
會議前特意向傳媒表示，留
意到有關事件，並認為事件
有改善空間，會要求各政策
局在有關安排上要更主動、
更積極。
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日前公

佈有關報告時，有別於過往
用會議室召開記者會的安
排，有關發佈以「扑咪」形
式舉行，令小組成員與一眾
傳媒站立逾一小時去進行採
訪。另外，中環灣仔繞道開
通的採訪安排上，傳媒比參

加公益金百萬行的市民更遲
才能作正式參觀與採訪。
林鄭月娥表示，留意到

該兩項採訪安排受到傳媒關
注，坦言兩件事均有改善空
間，故要求各個政策局在安
排向傳媒交代一些重要事項
或是去參觀一些重大基建
設施時應該更主動、更積
極。
她強調，傳媒的深入採訪

對政府的工作有幫助，政府
一方面尊重傳媒為公眾作監
督政府的功能，同時希望透
過傳媒的廣泛報道，讓市民
更多掌握重大政策和一些重
大基建的開通。

兩採訪安排惹不滿
林鄭囑政策局完善

■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中通社

咖啡廷冷清寫揮春 懶理「無水」釘書健
民主黨「釘書健」（林
子健）前年聲稱俾內地
「強力部門」派人「擄
走」，最後被控報假案，
以為咁就夠幻海奇情？未

算！當日陪對方開記招、入廠兼夾上
埋人哋屋企食飯嘅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林卓廷，喺噚日對方上庭第三日，旁
聽席都仲未見到佢嘅身影！究竟去咗
邊？有北區居民就周到佢情願喺上水
寫揮春賀吓仲有差唔多成個月先到嘅
新歲，都唔撐釘書健呢位「真兄
弟」。有網民就不滿反對派見有水抽
就仆唔切咁出嚟，抽錯水就玩失蹤。
又係嘅，利字當頭，林卓廷玩割席
呢壇嘢，再次顯示反對派啲人情真係
可以薄過0.03！
林卓廷呢幾日真係收西瓜收到停唔
到手，呢頭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仲
有大批網民叫佢蒲頭撐吓釘書健，嗰
頭又有北區居民叫身為區議員嘅佢搞
好區務，好似上水前晚大塞車，
「Kevin Tin」就喺facebook嘅北區討
論區留言：「石湖墟議員唔理石湖
墟，又話要做返好上水，𠵱 家塞到
咁，林卓廷你去咗邊？」
一邊係情義，一邊係飯碗，林卓廷
就梗係揀後者啦。噚日，「Peter

Tse」就影到佢朝早喺上水石湖墟街市
前擺檔寫揮春，「場面冷清清，但都
唔去法庭支持釘書健。說到天花龍鳳
之後，冇着數，6呎4（指林卓廷）睬
你都傻！」
佢仲講到好多騙徒都係最初講到天

花亂墜，之後就昆人一大筆，政界方
面亦都唔例外，「政客的所謂民主、
所謂守護、所謂愛，原來不過是一個
個政治騙局」，好似林卓廷同佢個黨
友「奸人堅」（尹兆堅）咁，不斷炒
作UGL事件，講完一輪「公義」、
「真相」之後都係抬出「眾籌」兩個
字，最後籌到兩球幾嘢，但就冇做到
任何「成績」囉。

抽錯火水全黨玩失蹤
facebook專頁「泛民可恥行為事件

簿」亦都贈吓慶，整咗張圖寸林卓
廷：「記招齊人，醫院同行，法院唔
見人！兄弟，係拿來利用同出賣
的。」
「Ken Chan」就好似看破世事咁：

「大難臨頭都各自飛啦，上次幫佢幾
英吖，今次幾雞吖，陪佢出庭仲死，
梗閃啦。」
「Waiyin Luk」亦都話：「見有水

抽就全體仝人都出嚟獻世，之後見抽

錯水就全世界都玩失蹤。」
落區寫揮春雖然可以避過去撐釘書

健呢位「真兄弟」，但就避唔過北區
居民嘅怒火囉。
「Cheris Liu」話：「寫咩揮春呀，

有時間搞好上水啦，單車泊到一街都
係，又周街垃圾，民生都未搞得

掂。」

搞好北區民生更實際
「Johnny Ng」就「建議」：「佢應
該夜晚塞車時去上水廣場附近寫嘛，
睇下（吓）到時啲人想佢寫乜出
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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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居民周到咖啡廷喺街邊寫揮春都
唔撐釘書健。 fb圖片

■有 fb專頁插爆咖啡廷一瀨嘢就深
潛。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立法會的首次會
議，在選舉立法會主席一事上一度出現爭拗。立法會議事
規則委員會昨日通過兩項修訂，分別是參選立法會主席者
須簽署聲明，申報無其他國籍，並由立法會秘書長主持主
席選舉及補選，有關的議事規則修訂將於本月18日及下
月20日的內務委員會及大會提出。
議規會主席謝偉俊昨日在會後表示，是次會議共討論了

3大事項，包括是否規限主席出任私人公司董事；要求主
席候選人簽署國籍聲明；由立法會秘書長主持主席選舉及
補選，其中後兩個事項獲得通過。修訂後，倘主席候選人
不簽署國籍聲明，其提名將會無效；若聲明失實，則須面
對刑事責任。
至於是否規限主席出任私人公司董事，議規會將會諮詢

全體議員的意見。謝偉俊表示，根據秘書處資料顯示，英
國、加拿大及澳洲議會均沒有此規定，只有英國上議院因
歷史問題，才有此禁止主席出任董事的規定。
有委員私下評估，由於各黨派議員對於有關建議意見不

一，就算同意作出規限，也需要考慮全禁或限制數量，預
計要花不少時間討論。

禁立會主席任董事存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