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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全國政協十三屆三次會議、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分別於明日（21

日）及後日（22日）在北京開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日會經深圳

前往北京，翌日列席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式。200餘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昨日組團由香港出發到深圳，先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結

果全部為陰性。眾人今日上午會乘搭飛機前往北京參加兩會。全國人大香港

代表團團長馬逢國透露，會議期間，港區代表及委員的部分發言會與香港事

務有關，包括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等問題。

今年全國兩會因應新冠疫情而作出多項特
別安排，由香港前往北京參加兩會的一

眾港區代表和委員，集體獲安排先到深圳接
受健康檢測和會前準備。昨晨，所有代表和
委員先到灣仔金紫荊廣場集合，之後同坐旅
遊巴士經深圳灣口岸往深圳麒麟山莊，過關
時大家留在車上接受工作人員為每人測量體
溫。其間，所有人均提交了過去兩周的體溫
記錄及詳細的健康申報表。

麒麟山莊宿一宵
在抵達深圳並在入住酒店前，所有人分流
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在等待檢測結果期間不

能離開酒店房間，如有需要離開亦必須佩戴
口罩，同時避免聚餐和會友，若有任何身體
不適須立即通知醫護人員。
經專業機構檢測，所有人的新冠檢測結果
全部為陰性。在深圳度過一晚後，所有人今
晨約7時會由酒店出發到機場，乘搭飛機往北
京。據悉，抵京後，大家仍然需要接受另一
次病毒檢測。
有代表和委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

對今年兩會的特別安排表示理解和配合，並
強調疫情之下，安全第一。在深圳麒麟山莊
度過一晚，大家亦沒鬆懈，抓緊時間整理文
件資料，更好地迎接兩會。

馬逢國料熱議防疫經濟
隨大隊上京的馬逢國表示，除了建制派召

集人廖長江之外，所有身兼全國人大代表的
建制派議員都會到北京出席會議。今年兩會
的熱門議題仍會聚焦在檢疫、衛生防疫工作
及國家經濟發展方面。會議期間，港區代表
及委員的部分發言會與香港事務有關，包括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問題。
他透露，由於疫情關係，大會今次實施封
閉式管理，避免委員及代表與外界有太多社
交接觸，可能未必容許太多探訪及外出活
動。

赴深檢測全陰 代表委員今上京
將發表二十三條立法意見 特首將列席人大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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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全國
兩會即將舉行，不少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
政協委員均表明會在會議期間提出有關香
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會前會見傳媒時指，
香港雖然回歸快將23年，但仍未完成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令人感到失望，尤
其過去一年香港出現的近乎如恐怖分子的
事件，令人非常擔心。
林鄭月娥在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留
意到近日社會上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維
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多了討論。她的立

場是：自己由始至終都認為二十三條很重
要，是對特區政府憲制上的要求。
她說，香港回歸快將23年，仍未完成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令人感到失望，
尤其是過去一年香港出現暴力、近乎如恐
怖分子的事件，令人非常擔心，在這樣的
前提之下，有關心香港的人士再次提出二
十三條立法工作是可以理解的。
被問到有國際專家聲稱香港監警會報

告是「新真相」，林鄭月娥強調，大家有
言論自由去表達對報告的看法，但客觀而
言，該些國家專家來香港的日子很短，

「我不記得，可能是十天、可能是一個星
期，來香港的時間很短」，而監警會做了
接近一年全面審視、看了許多資料，「大
家都應該心中有數，誰能夠更掌握在香港
發生的事是什麼事、事件的真相是什
麼。」
她希望社會大眾能夠公道地看這本全

面、客觀、以事實為基礎的報告，並重申
監警會是由26位來自不同背景、專業、
經歷的社會人士組成，所以從客觀持平、
全面性方面，都應該是一個大家可以信賴
的做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啟程北上參加兩
會，有代表在社交平台直播細談是次與過往
不同之處。許多市民對代表們經歷的嚴謹檢
疫感到放心，並叮囑他們注意安全。有市民
更留言，希望他們能代表自己，向中央表達
愛國愛港市民都希望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能盡
快訂立等心聲。
Alan Wong：一路順風，將我們立二十三

條的心願，帶至北京。話俾（畀）各區人大
知道，香港人有好多係愛國的，不要被電視
畫面誤導。謝謝，辛苦了！
武當山：各位代表，國際形勢險峻，香港

局勢危急，團結一致，速立廿三條，以解燃

眉之急。
Momo Lo：多謝你代表香港正常市民嘅聲

音，去到國家會議發表，希望中國（中央）
政府能夠聽到香港市民嘅聲音，盡快立二十
三條國安法。
Long Tong：希能帶着愛國愛港人士對廿
三條立法期望上京，並爭取得中央大力支持
立即立法！保港護國！
Chen Chen：請問妳可否建議香港所有議
員，不論是立法會或區議會，法官都歸納為
特區主要公職人員，中央政府有任免權隨時
可立即DQ不合格的人。不可再放任這些人
在破壞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23年仍未立二十三條 林鄭失望 網民盼代表傳遞速立法心聲

▲一眾代表委員都已經準備就緒出發到
北京參加兩會。 代表供圖

■大會為代表、委員提供餐飲。 代表供圖

▶人大代表陳曼琪接受工作人員抽取
唾液樣本。 代表供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馬逢國：
◆深圳灣關口負責檢測工作的人員專業又細緻，檢測的速度快捷，負責在
車上為大家量度體溫的工作人員也很有禮貌。在麒麟山莊等候測試結果
時，我借機來一個香甜的午睡，為自己補充精力，為未來一周的繁忙兩會
會議作好準備。現在雖然成功通過了檢測，但我也不會四處亂走，會安心
留在房間內休息，並為兩會作準備。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惠貞：
◆大會提前已通知大家要準備健康申報表及有關健康文件，所以通關及檢測都
是有序地順利進行。因應疫情，大家兩會期間要減少接觸外界而不能外出，但
經歷過去數月經已習慣。在這非常時期參與兩會我個人非常期待，亦會更珍惜
今次機會，希望今年兩會能帶領國家的經濟、民生從疫情中恢復過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
◆今年兩會會議並不一樣。大家都很乖戴上口罩登上旅遊巴到深圳，負責
檢疫人員穿上全套保護裝備，檢驗過程很專業、禮貌及友善，大家都很安
心。大家從未接受過核酸檢測，都很好奇，原來只需用一支棉花棒在口腔
內掃一掃，十分簡單，等候半天時間便有檢測結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
◆我從未接受過核酸檢測，所以特意拍下連還圖，留作紀念。我們入住的
麒麟山莊房間裡面，準備了口罩及裝口罩碟，很特別。另外，晚上五點多
鐘有工作人員送晚餐，晚餐好豐富，有菜、有肉、有叉燒、有炒麵。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
◆今次兩會的各項特別措施都非常專業且有效率，反映了大會對疫情的重
視，各個委員及代表同時非常配合，令人相當放心。我對兩會期望很大，
因疫情已帶來很多問題，希望兩會能提出更多新措施應對國外的困難，我
自己亦有因應疫情撰寫提案，冀國家能通過一系列刺激消費的措施，保就
業、穩經濟、穩民生。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
◆今次檢測在麒麟山莊大廳內進行，同時有10個分流點，平均一分鐘就可
以完成一個，比預期更加快捷妥當。大家昨晚不能外出，大會亦有提供飯
盒，有3款選擇，相當細心。大會更特意安排會議，介紹兩會的特別安排
及防疫措施，好讓大家能更加放心。我自己本來多帶了一些口罩，未料
（全國政協）常委李家傑已一早為每人準備了一盒KN95口罩，相信夠用
一個月有餘。

全國政協委員朱鼎健：
◆今次防疫措施的細節流程方面做得很好，譬如午餐送到房間裡，兩個飯
盒包括四菜三主食一湯一水果，還派發了兩包約20個口罩。「今年的兩會
很特別，抵京後的具體安排現在也都還不知道。譬如大家都很好奇，大會
堂開會會怎麼坐呢？會不會隔開坐，這些暫時都還沒有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郭若溪

統計處公佈 2 月至 4 月失業率為
5.2%，升至逾 10 年新高。本港經濟
受黑暴打擊，又持續受新冠疫情影
響，情況可能進一步轉壞，政府大手
筆推出的保就業計劃應從速落實，僱
主亦要盡全力照顧僱員。公務員隊伍
作為穩定香港的重要力量，在此艱難
時刻，應該選擇凍薪，以示與市民共
度時艱，騰出更多公共資源，以幫助
更有需要的基層市民。

本港今年 1 月至 3 月的失業率達
4.2%，2 月至 4 月更急升至 5.2%，這
個單次升幅是 1981 年有記錄以來最
大，失去飯碗的市民增加超過 4 萬
人。數字足見疫情對勞工市場帶來巨
大打擊，加上近期黑暴重現，打工仔
的飯碗持續面對巨大壓力。其中，與
消費及旅遊相關的行業，失業率已急
升至9%的15年最高，如果跨境和國
際人員流動不能在短期內逐步恢復正
常，可以預見，越來越多行業的失業
率將達到雙位數。

政府早前推出三輪抗疫紓困措施，
希望「撐企業、保就業、紓民困」，
包括推出810億元「保就業」計劃，
向僱主提供相當於僱員薪金一半的財
政補助，協助企業保留員工職位，為
香港經濟復甦保留實力。由於保就業
計劃的補貼金額全數給僱主，僱主當
然要發揚同舟共濟精神，自覺遵守不
裁員承諾，將所有政府的補貼用於員
工身上，盡力履行社會責任，保障僱
員的福祉，減輕疫情對就業市場的打

擊。
另外，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昨日提

交今年公務員加薪淨指標，低中高級
公 務 員 分 別 是 1.15% 、 1.98% 和
1.68%。即便如此，委員會亦強調調
查反映的是去年4月2日至今年4月1
日的市場情況，數據滯後，未能充分
反映疫情影響。 公務員作為服務市
民的公僕，在考慮加薪幅度時，必須
考慮社會狀況和市民觀感，在公務員
士氣和經濟社會大環境之間作出平
衡。往年公務員的加薪幅度均高於通
脹，如今本港經濟陷入深度低迷，公
務員薪酬調整，理應反映經濟下行的
現況。

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聯同司局
長、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已經宣佈
自願減薪一成，以示與民共度時艱
的決心。在今時今日的經濟環境
下，公務員有穩定的工作，無被裁
員減薪的後顧之憂，如果選擇凍
薪，可以顯示體恤民情民意、願與
市民同甘共苦。

由於動用龐大資源推出多輪紓困措
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表示，今
個年度的財政赤字達到兩三千億「走
唔甩」。疫情後香港經濟百廢待興，
政府有必要推出更多措施創造就業，
例如加強培訓、協助失業人士轉行，
這需要動用更多財政資源。公務員凍
薪，騰出更多資源，幫助受衝擊更大
的打工仔渡過難關，有利促進社會和
諧。

保就業措施須速落實 公僕應與民共度時艱
教育局要求考評局取消文憑試歷史科涉扭曲歷史、

美化日本侵華的試題，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強調，試題
事件是專業失誤，絕非政治干預教育。涉及國家民族
的大是大非歷史問題，根本沒有討論空間，教育局要
求考評局糾錯是尊重教育專業的表現。本港少數教育
界中人，無視史實和立德樹人的教育宗旨，硬把偏頗
的政治立場強加入教育專業，卻不允許政府撥亂反
正，還倒打一耙指責政府以「政治凌駕專業」。試卷
多番出錯，對學生造成重大影響，考評局「無王管」
的弊端到了徹底根除的時候，否則後患無窮。特首和
教育局有必要善用權力，為教育把好關，對學生負
責。

日本侵華的血淚史，是中華民族刻骨銘心的屈辱和
傷痛，同歷史上所有反人類的罪行一樣，根本沒有討
論利弊的空間餘地，這是人類良知的共識。文憑試歷
史科的考題，以偏頗的材料引導學生答題，只會導致
學生的歷史觀、價值觀變得虛無與錯亂，其危害更甚
於對歷史認識的模糊與缺失。教育局敦促考評局糾錯
理所當然，取消荒謬題目才是尊重歷史事實、尊重教
育專業。

可歎的是，面對社會各界的嚴正批評和要求糾錯的
強烈呼籲，少數教育界人士竟然以試題屬「開放式」
題型、考驗學生「高階思維」為理由，替偏頗的試題
辯護；有個別教育界代表更聲言，「政府作風粗暴，
以行政權駕馭專業，對考評局赤裸裸施壓」云云。

長久以來，本港不少教材、課堂教育、考試題目淪
為宣揚政治主張的工具，向學生灌輸扭曲的歷史、國
家民族觀念。教育界有為數不少的帶有強烈政治傾向
的人，或明或暗、長年累月把個人的政治主張帶入課
堂、校園，把天經地義的國民教育污名化為「洗腦」
教育，卻把反對國家民族、鼓吹「違法達義」美其名
為「培養獨立思考」。應該說，將教育政治化的，恰
恰是這些長期顛倒是非的教育界中人。此次文憑試歷

史科試題事件，明顯偏離史實，更有美化日本侵略
者、混淆學生歷史觀的用意，有教育界中人卻力阻政
府糾錯，更對糾錯者扣上「預設立場」、「上綱上
線」、「將政治帶入教育」的帽子，這是典型的反咬
一口，更凸顯這些教育界中人以政治先行，罔顧教育
專業。

文憑試歷史科冷血荒誕的試題，不僅暴露出考評
局審題出題機制存在漏洞，更揭示其「無王管」問
題嚴重。考評局是回歸前為「減輕政府負擔」而設
的法定機構，聲稱「財政獨立、自負盈虧」，但近
年獲公帑資助數額愈來愈多。考評局挾「獨立法定
機構」之名，除特首可向其發出有關職能的指示，
外在監督一律欠奉，連審計署亦無權監察，地位比
廉署更「超然」。另外，考評局以保密為由拒絕外
界監督，外界根本難以得知其內部情況，已經變成
「獨立王國」。

缺乏有效監管，考評局出現試題錯漏的現象屢見不
鮮，發生過考評局人員串謀「補習天王」洩露試卷機
密的醜聞；更令人擔憂的是，考評局成為「黃師」的
收容所，一小撮對國家、特區和「一國兩制」懷有敵
視情緒的教育中人，掌控課程及考評機制，給香港的
教育及考試制度運作埋下重大隱患。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百年大計，絕對不可
輕忽管理。考試對教育影響茲事體大，文憑試歷史科
試題問題只是考評局管理混亂的冰山一角，考評局出
題、審題、財政管理恐怕難以單靠內部監管來改善，
教育局需要加強監管，特首依據《考評局條例》更有
監管考評局的權力。特首林鄭月娥曾表示，教育是立
德樹人的工作，教育工作者任重道遠，政府責無旁貸
做好教育工作，必須對教育嚴把關。希望特首和教育
局善用權力，無懼政治化干預和無理指責，負起監督
考評局的重任，保障香港教育的質素，保護學生免被
荼毒。

尊重歷史和教育專業 必須監督考評局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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