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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囑林鄭月娥
止暴懲暴堅定不移
高度信任特首 充分肯定工作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晚在上海會見了出席第二屆中

做好與社會各界對話和 力，共同維護香港的繁
改善民生等工作。希望 榮穩定。
匯 報 之 後 ， 習 近 平 表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全面
丁薛祥、楊潔篪、王
示，香港「修例風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毅、趙克志等參加了會
已持續了 5 個月，你帶 方針和基本法，齊心協 見。
領特區政府恪盡職守，
努力穩控局面、改善社
會氣氛，做了大量艱辛
的工作。中央對你是高
度信任的，對你和管治
團隊的工作是充分肯定
的。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仍然是香港當前最重
要的任務。依法制止和
懲治暴力活動就是維護
香港廣大民眾的福祉，
要堅定不移。同時，要 ■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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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擲千萬 徵良方解港困

■主辦方在 facebook 介紹參賽細
則。
「Ideas for HK 一名尋路人」
fb截圖

我希望深愛吾家之有心人都能建言獻
策，為困境中的香港找出路，尋回美
麗香港。」

限民生方案拒涉政治
因此，莊紫祥決定拿出 1,000 萬元
尋求有心人為港獻策。他補充，比賽
酬金的設置是為了引起公眾關注，鼓
勵更多人參與討論，共同為香港的前
途出謀劃策。
他明言，參加者提交的方案內容一
定要是純民生議題，不能摻雜其他元
素，例如政治議題，否則連入閘機會
都無，「能夠解決民生及房屋問題，
已經為尋求出路行出一大步。」
莊紫祥表示，目前已經收到 700 多
份參賽者的方案，反應熱烈。他說，
冠軍的方案不會交予政府，但活動結
束後會與10名勝出者一起構思一個更
好的出路方案，並笑言「我可能會叫
他們辭去原來職位，轉來跟着我工
作」。

■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親切握手
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親切握手。
。

新華社

■莊紫祥在
「1000 萬
求一路」記
者會上介紹
比賽詳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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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僕「入魔」羅智光：須保中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個別公務員在近期社
會亂局中參與違法示威，成為黑色恐怖的一分子，令人
痛心。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昨日在立法會公務員事
務委員會表示，公務員須保持政治中立，無論在任何場
合表達意見，應確保其意見不會有損執行公務時不偏不
倚的原則。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亦在會
上提出動議，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特
區政府，議案獲大比數通過。
羅智光在會上發言時感謝公務員在過去數月的艱難時
刻，努力謹守崗位，應對不穩定情況，在嚴峻挑戰下，竭
力服務市民，表現專業，又點名感謝警隊在最前線承受無
比壓力，維持社會秩序。

至於近月有公務員在非法活動中被捕，羅智光強調，
政府重視公務員操守，他們須保持政治中立，並表示公
務員無論在任何場合表達意見，應確保其意見不會有損
執行公務時不偏不倚的原則。

立會通過公僕效忠港府
葉劉淑儀在會上提出動議，促請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
第四十八條第四款發出行政指令，要求所有公務員（包
括新入職的公務員），宣誓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最終議案獲大比數通過。
葉劉淑儀會後在facebook發文指，特區政府作為僱主，
應該對其僱員有一定要求，公務員既然有志加入政府就應
該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至
於有反對派議員提出修訂於議案中加入「效忠所有香港市
民」，她認為此舉只是「畫蛇添足」， 因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當然包括香港市民，「試問沒有市民，特區豈不是一
個荒島？況且現時社會嚴重撕裂，公務員也有不同政治立
場及觀點，執行上亦有一定難度。」

葉太冀下月中平息風波

參賽評選均可贏酬金
「千萬求一路」大賽共設 1,000 萬
元酬金，其中 300 萬元將給予入圍及
勝出的所有參賽者，另外 700 萬元將
由能準確評選出結果的評選員共同獲
得。比賽將分為初賽、複賽、準決賽
及總決賽，每一輪都由評選員選出晉
級下一輪比賽的參賽者，直至選出冠
軍、亞軍、季軍、殿軍以及最佳演繹
獎。
當中首 100 份入圍名單將由莊紫祥
的團隊選出，其後再由自願報名的評
選員挑選得獎者。
比賽要求參賽者及評選員均須為香港
居民，並提供真實姓名和香港手機號
碼。參賽者須於本月14日前提交參選方
案，而評選員須年滿15歲。所有入圍方
案將會上載至活動官方網站，首輪網絡
評選將於本月18日揭開序幕。

大致天晴 天氣乾燥

己亥年十月初九 十二立冬 氣溫 21-27℃ 濕度 45-75%
港字第 25431 今日出紙 3 疊 9 張半 港售 10 元

在聽取了林鄭月娥關
於香港近期局勢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早
前有神秘人士以「一名尋路人」名
義，在多份報章頭版刊出「百萬求一
路」和「千萬求一路」的全版廣告，
徵求方法解決香港目前困局，引起社
會熱議。昨日，中道集團董事長莊紫
祥舉行記者會，揭曉他就是該名神秘
人。他說，「香港是我家，我在這裡
成長、打拚，深深愛着她」，但眼見
今日香港陷入困局，他感到非常痛心
及迷茫，故此發起今次活動，冀愛港
的人建言獻策，用愛及關心為香港尋
找未來出路的方案。
莊紫祥指，自己一生都受到家人、
朋友和同事的愛護，在事業上又發展
得不錯，形容自己是「在愛裡長
大」，所以非常感恩上天對他的好。
但是，眼見今日香港陷入困局之中，
他身為一個愛中國的中國香港人，感
到非常痛心及迷茫，「香港是我家，
我在這裡成長、打拚，深深愛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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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羅智光（右二）昨日到訪政府檔案處，聽取有關修復
破損檔案工作的介紹。

帖文亦批評，反修例風波已經拖了近 5 個月，特區政
府止暴制亂未見成效，但是不同群體、不同政見者之間
的仇恨則不斷加深，社會對立，越來越接近壓力爆煲臨
界點，實在十分危險。她表示，自己在落區時，很多市
民表示十分擔憂事態發展，擔心賠了經濟更賠了香港。
她呼籲，政府應該向市民提出工作目標，明確地作出
承諾，最遲於 12 月中旬平息這場政治風暴，讓市民在聖
誕有喘息機會，在2020年重新出發。

暴徒被捕多未控 彭韻僖冀速檢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黑
衣魔暴力破壞及衝擊香港持續近 5 個
月，警方共拘捕逾 2,000 人，惟當中
檢控數字相對較低。香港律師會會
長彭韻僖昨日會見傳媒時表示，希
望律政司盡快研究案情，檢視是否
適合提出訴訟，以免影響社會對香
港法治的信心，並指出「遲來的公
義，等同否定公義」。
彭韻僖表示，當警方作出逮捕後，
希望律政司盡快研究案情，檢視是否
適合提出訴訟，盡快經過法庭程序，
才能令港人對我們的法治有信心。她
又說，很多人都應該聽過，如果法治
很慢都不能彰顯，那麼「遲來的公
義，等同否定公義」。

穩定局勢利維護法治
被問及目前法治是否良好，她認

為有很多客觀的因素影響，雖然目
前是有衝擊，但她對香港的法治有
信心，並認為每個人都要盡力維護
法治，包括法律界人士應堅守法
治，發聲講該說的話。她相信，如
果香港的情況能穩定下來，將有助
於維持法治，因為衝擊會令大家繼
續擔心。
另外，她覺得香港現時面對大型
衝突和衝擊，有需要成立一個有獨
立性的委員會調查，去全面研究事
情是如何發生及未來的方向。至於
是否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她指出外國有很多不同方法
值得研究，例如倫敦在 2011 年發生
騷亂後，民間有英國《衛報》及倫
敦經濟學院，就聯合進行獨立調
查，英國政府亦極速成立「騷亂、
社區及受害者委員會」。

■律師會會長彭韻僖表示，希望律
政司盡快研究被捕者的案情，檢視
是否適合提出訴訟。
就有聲音質疑法庭就屬違法的
事情批出臨時禁制令的合理性，
她指法庭審訊中，現非適合評論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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