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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題

問︰《國歌條例草案》比內地的國歌法更嚴苛？

答︰否。內地國歌法內寫了行政處罰，但該法亦設有監禁條款，寫在國家刑
法中，同樣是3年。對比國際情況，外國也有刑罰。

問︰檢控期限不是6個月，而延至最多兩年是不正常的做法？

答︰現時有些條例的檢控時限亦多於6個月，如《旅館業條例》、《個人資
料（私隱）條例》等，這些都是「簡易程序罪行」。

有關檢控期限的延長，是考慮到有效搜證和調查的實際需要。一些個案
牽涉人數較多，調查搜證時間亦會較長；又或者經網上發佈侮辱國歌的
資料，牽涉海外IP，取證時間亦往往超過6個月。

現時所定的期限是警方發現一年內，或罪行發生兩年內，以較早者為
準，一般其實是以較遲者為準。

問︰兩年期限是想「秋後算賬」？

答︰兩年並非「追溯期」，而是罪行已經發生，有關部門要看有無足夠證據
去檢控。如果有罪行發生，警方當然要去調查和取證，我們亦要給警方
合理時間去做事。

問︰《國歌條例草案》中有指導性條文，與香港向來立法的做法不一樣？

答︰《國旗及國徽條例》同樣有指導性條文，如教大家不可以玷污國旗等。

問︰基本法列明本地教育是香港事務，要求學校教國歌是違反基本法？

答︰本地立法須反映國歌法的相關要求，現時做法是教育局局長發出指示，
具體如何做，是透過本地的機制、系統去處理，而現在亦有相關教育，
故草案的要求已顧及了國歌法的原意，及按香港的機制處理教育事務，
完全符合基本法，充分反映「一國兩制」精神。

生 活 題

問︰馬場奏唱國歌時，若馬迷因掛心下注而沒有肅立，有無問題？

答︰若馬迷很專心做分析，而沒有意識到在奏國歌，很難說他是有意圖、公
開故意去侮辱國歌，但相信主辦單位屆時會有適當提醒。

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緒、遊行中播國歌有無問題？

答︰團體組織可自行決定是否奏唱國歌，但大家要考慮場合是否適宜，遊行是
大家一直前行的活動，是否一個適宜的場合，這是大家要考慮的地方。

問︰將國歌設為手機鈴聲可不可以？

答︰法例沒有說不准，主要還是要看意圖等有沒有觸及條例禁止的事項。

問︰用廣東話唱國歌會否違法？

答︰有些人可能即使用普通話唱，也像用廣東話般，國歌本來用普通話唱
的，你可以用普通話唱就用普通話，用廣東話亦不覺得有問題，但如果
用英文唱就不可。最主要是看參與奏唱國歌場合時有尊重國歌的形式。

問︰李克勤還可不可以唱《球迷奇遇記》，《全日愛》還可不可以播？

答︰有關歌曲以整個創作來看並沒有問題，重點是不可拿着國歌的歌詞、曲
譜去篡改。

問︰音樂感不好而唱不好國歌或演奏出問題，會否違法？

答︰在奏唱國歌時，拍子、音調等未必完全跟足，仍然可以接受。

資料來源︰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出席電台訪問內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前天《國歌條例草案》一公佈，反對派
又開始以不同「理由」去潑污水，例

如聲稱《國歌條例草案》比內地的國歌法
更嚴苛云云，聶德權昨日就一再解釋和釐
清各種誤解。
他指出，《國歌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刑
罰與內地的國歌法一樣，並指出內地國歌
法同樣有3年的監禁條款，不過並非寫在國
歌法內，而是寫在國家刑法中。

檢控期兩年非「秋後算賬」
至於有人認為檢控期限延至最多兩年，
與一般「簡易程序罪行」不同是「不尋
常」，聶德權指出，現時有些「簡易程序
罪行」的檢控時限亦多於6個月，如《旅
館業條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等。
他解釋，有關檢控期限的延長，是考慮
到有效搜證和調查的實際需要。一些個案
牽涉人數較多，調查搜證時間亦會較長；
又或者經網上發佈侮辱國歌的資料，牽涉
海外IP，取證時間亦往往超過6個月。
聶德權又強調，有關做法與所謂的「秋

後算賬」無關，並指兩年並非「追溯
期」，而是罪行已經發生，有關部門要看
有無足夠證據去檢控，「如果有罪行發
生，警方當然要去調查和取證，我們亦要
給警方合理時間去做事。」

指《草案》完全符合基本法
部分反對派大玩法律，聲稱香港法律中

一向沒有指導性條文，甚至聲稱《草案》
內有關推廣國歌的教育的條文，違反基本
法第一百三十六條，即香港特區自行制定
教育政策。聶德權回應指，《國旗及國徽
條例》同樣有指導性條文，如教大家不可
以玷污國旗等。
他續說，《草案》內容當然要反映國歌

法的相關要求，而現時做法是由教育局局
長發出指示，具體如何做，是透過本地的
機制、系統去處理，而現在亦有相關教
育，故草案的要求已顧及了國歌法的原
意，及按香港的機制處理教育事務，「完
全符合基本法，充分反映『一國兩制』精
神。」

粵語唱沒問題 英文不可
至於生活上可能遇到的情況，例如馬場

奏國歌，馬迷因掛心下注而沒有肅立，聶
德權笑言若馬迷「很專心做分析」，而沒

有意識到在奏國歌，很難說他是有意圖、
公開故意去侮辱國歌，但相信主辦單位屆
時會有適當提醒。
其他如用廣東話唱國歌、音樂感不好、
曾有一小部分國歌的流行曲還可否播放演
唱，聶德權強調，只要不是故意及公開地
去侮辱國歌，就不會有問題。
他理解部分人或普通話欠佳，故大家能

用普通話唱國歌就用，若只能用廣東話亦
「不覺得有問題」，但不可以用英文，而
只要不是故意拍子、音調等未必完全跟
足，仍然可以接受。
至於音樂創作，他強調要以整個創作來

看，但重點是不可拿着國歌的歌詞、曲譜
去篡改，至於大家熟悉的《球迷奇遇記》
和《全日愛》，他聽完整首歌亦認為整體
上無問題。
在談到立法會宣誓時要奏唱國歌時，若
候任議員迴避有關環節會否被DQ，聶德權
指，既然宣誓儀式有奏唱國歌環節，就是
宣誓儀式的一部分，候任議員若侮辱國
歌，會按國歌條例處理，至於宣誓是否有
效，則可以看《宣誓及聲明條例》，及早
前相關判例，即考慮宣誓的形式、內容、
宣誓者是否真誠地相信和莊重。如果有人
不出席有關環節，就要看是基於什麼原
因，能否令人信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國歌條例草案》今日刊憲，並將

於本月底提交到立法會進行首讀和

二讀辯論，正式啟動立法程序。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接

連到不同電台向公眾解釋有關草

案，包括強調將檢控時限延長至最

多兩年，是為了應對人數較多或涉

及海外IP的罪行，讓警方有合理時

間去調查和搜證。他又釐清市民對

「誤墮法網」的擔心，強調只要沒

有公開及故意篡改、歪曲貶損或侮

辱國歌，不論是唱歌走音、唱不好

普通話、一時沒有為意到國歌正在

演奏，均不會觸犯法例。

反對派就國歌法本
地立法一事，經常聲
稱「擔心」市民會
「誤墮法網」、聲稱
社會「憂慮」條例會

收窄自由云云。《經濟通》與《晴
報》昨日聯合舉辦網上民調，詢問
網民認為《國歌條例草案》列明有9
個必須奏唱國歌場合，包括立法會
議員宣誓等，「你認為合理嗎？」
截至昨晚10時有近500人參與，高

達86%都認為合理，只有13%人認
為不合理，1%人無意見，似乎反對
派「過慮」了。
9個必須奏唱國歌場合包括行政長

官、問責官員、行會成員、法官及
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金紫荊廣場
升旗禮；國慶日升旗禮及酒會；香
港特區成立紀念日升旗禮及酒會；
抗戰勝利紀念日儀式；「為保衛香
港而捐軀人士」紀念儀式；「南京
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紀念儀
式；重大體育賽事；法律年度開啟
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9場合須奏唱 86%網民：合理
 &

■網上民調顯示，有86%的網民認為在9個場合必須奏唱
國歌合理。 網上圖片

聶德權解畫：馬場奏國歌馬迷專心做功課無肅立可理解

不公開不故意 不算辱國歌
■■聶德權強調只要沒有公開及故意篡改聶德權強調只要沒有公開及故意篡改、、歪曲貶歪曲貶
損或侮辱國歌損或侮辱國歌，，均不會觸犯法例均不會觸犯法例。。圖為慶祝回歸圖為慶祝回歸
儀式上的奏國歌及升國旗環節儀式上的奏國歌及升國旗環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講座教授袁國勇的研
究團隊，發現一種「超級萬用藥」，可醫治
流行性感冒、腸病毒以至沙士、「新沙士」
等多種致命傳染病。新藥最快 5 至 8 年內面
世，且估計藥價不會太貴。本港部分醫療研
究成果具有世界領先水平，是本港創新科技產
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資產。本港法律、金融、資
訊科技成熟完善，檢測和認證與國際接軌，只
要利用好內地的產業鏈和廣大市場，本港醫藥
創新產業化前景無限，可將本港醫療研究的
「上游」成果持續穩定地轉化為全產業鏈，持
續激發本港醫療創新產業潛力，把香港打造成
為重要的國際醫療產業中心。

本港擁有先進的醫療體系，聲名卓著，不
論在臨床治療、藥物研發等多個領域都居全
球前列，創造了很多傑出成就。港大、中大
都有國家重點實驗室、臨床試驗研究中心，
醫療研究結果獲國內外承認。港大曾發現利
用中草藥枸杞子來緩解阿爾茨海默氏病的症
狀，中大發明新工具檢測糖尿病患者的腎臟
疾病，都被視為醫學上有深遠影響的重大突
破。第44屆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浸大研發的
「個人化幹細胞療法」，獲頒醫學組金獎及
高科學技術獎。

此次袁國勇團體研發的新藥，用俗話形容
是「包醫百病」，專門醫治近年比較流行、
殺傷力較厲害的有「新沙士」之稱的中東呼
吸綜合症冠狀病毒、H1N1禽流感、寨卡病毒
等。當中以中東呼吸綜合症的治療效果最為
理想。感染中東呼吸綜合症的白老鼠，注射

新藥後存活率達 100%，4 日後腦內的病毒數
量更跌至0。另外，港大去年4月宣佈，成功
研製一種新型抗體藥物，能保護細胞不被愛
滋病病毒感染和清除愛滋病病毒。本港醫療
研究的成果不勝枚舉，不斷給病人乃至人類
帶來驚喜，顯示本港在發展創新科技、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城市路途上，醫療研發是重要
的方向。

本港在醫療研發、教學有雄厚基礎，本港
的生化、藥物、金融和資訊科技的發展有堅
實基礎和無窮潛力，本港醫療又有嚴謹完善
的監管制度。在這樣的背景和土壤中，本港
的大學、醫療研究機構、特區政府，應充分
利用香港醫療科研成果的雄厚資產，轉化為
研發和產業的巨大優勢。醫療研究機構應積
極吸引投資者參與，與內地和海外的生產企
業合作，特區政府則應提供稅收和政策的優
惠，扶持本港醫藥產業做大做強。新加坡、
瑞典在醫療創新已先走一步，取得可喜成
績，值得香港借鏡。

隨着人們生活水平越來越高，內地居民來
港治療疾病、買藥、接種的人數越來越多，
正正顯示本港的醫療、製藥有廣闊市場。本
港最大的優勢就是背靠內地、鄰近龐大市
場，而且本港金融系統優良，可作為醫療科
研企業融資平台，推動醫療創科產業發展，
令科研成果真正「落地」，轉化為具競爭力
的產品及服務，有利本港產業多元化，加快
經 濟 轉 型 升 級 ， 提 升 整 體 競 爭
力。

本港醫療科研優勢 須切實轉化產業強項
國家教育部昨日發佈通知，港澳台居民可

參加內地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申請中小學
教師資格。港澳台居民有資格在全國範圍當
教師，這是國家大力促進港澳台居民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又一新政，顯示國家在加快開
放步伐的新時代形勢下，對港澳台人士進一
步打開參與大門，提供更多機遇，讓港澳台
人士分享國家發展的紅利，有利於港澳台人
士、尤其是年輕人開闢更大更好的人生舞
台。特區政府要主動積極做好政策對接工
作，把好事辦好，加強與內地有關部門溝通
合作，幫助有意回內地教書育人的港人解決
遇到的實際問題，積極引導他們開闢人生新
舞台。

按教育部通知，在內地學習、工作和生活
的港澳台居民，凡遵守國家憲法和法律、擁
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學歷符合規定，根據自
願原則，可參與今年1月中旬舉辦的教師資格
考試，申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中
等職業學校教師資格和中等職業學校實習指
導教師資格，教師資格證可在全國通用。這
為港人在內地擔任教師工作提供了全新機
遇，是港人在內地發展的重大政策利好。

過去一年，國家務實解決兩地融合中的實
際問題，從各方面落實惠及港人的便利政
策。國務院去年9月宣佈，為港澳台居民發放
居住證，去年12月，國家宣佈港人個稅豁免
年限從5年延長至6年；此後廣東更推出港澳

居民在內地工作生活便利的一系列
新政。正如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所指，「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等國家戰略穩步實施，港珠澳大橋飛架
三地，很多港澳台居民拿到了居住證，香港
進入了全國高鐵網。」國家從硬軟件各方面
敞開大門，歡迎港人回內地工作、生活。港
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人，應拿出改革開放之
初，上一輩港人敢為天下先的精神，大膽跳
出舒適區、擁抱新機遇，開創新人生。

港人的平均教育水平較好，有豐富國際資
訊和國際聯繫，有責任感並注重職業道德，
加入內地的教師行業，可以引入新人才、新
風氣；如今越來越多香港家庭在內地落戶，
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港人子女比較集
中，內地吸納港人教師的需求也越來越大。
選擇港人擔任內地教師，可以滿足日益提升
的教學需要，相得益彰。

當然，港人要成為內地教師，要經過嚴格
的報考、申請、資格審查流程，在有關政策
落實的初期，港人未必熟悉這些流程，申請
起來可能事倍功半，難免影響了申請的成效
和意願。對此，特區政府要主動積極地做好
服務工作，在如何為本港申請者開具無犯罪
證明、普通話培訓和考試等方面，提供必要
的指引和協助，同時加大宣傳力度，讓更多
港人了解政策、滿足要件，較為順利地成為
內地教師。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發展的大勢所
趨，相信國家便利港人融入內地、參與粵港
澳大灣區的舉措陸續有來，港人一定要用好
這些惠港新政，順勢而為、乘勢而上。

國家放開懷抱 港人機遇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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