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攬炒派為阻止港區國安法立法，再次騎劫

公眾利益，意圖發起罷工罷課，並計劃本周

六舉行所謂的「三罷公投」，當中更包括醫

護及公務員。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昨日回應

時，表示絕不認同員工以罷工要挾醫管局，

迫局方認同其政治理念，若有員工參與罷

工，局方將根據機制嚴肅處理，強調他們的

企圖絕不會得逞；對於2月的罷工活動，局

方亦已聘請律師團隊，人事部將作出跟進。

另外，有新成立的「公務員工會」煽動所謂

「罷工公投」，昨日政府人員協會發表聲

明，批評此等行為已明顯嚴重違反公務員政

治中立的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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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公僕倘罷工違操守
范鴻齡：政治罷工不能接受 政府人員協會批違中立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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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鴻齡昨日出席該局大會後回應有
工會鼓動罷工行動，他指出醫管

局並無政治立場，對所有人一視同
仁，致力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同事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但不
能將它（政治理念）帶入醫管局（的
工作裏）。」他強調，今次罷工是政
治性議題，局方絕對不能接受，他強
調：「有人要挾醫管局認同某些人的
政治理念是絕對不會得逞。」
他又指，任何罷工都必然影響醫管

局服務，令病人的權益受損。

律師正跟進2月罷工醫護
范鴻齡續說，如果這次有人參與罷
工，醫管局會根據既定機制嚴肅處
理。至於2月參與罷工的醫護，他表

示，局方已經聘請律師團隊處理，成
員包括大律師及資深大律師等，亦已
交由人事部跟進，詳情會再公布。
對於有醫護聲稱國安法實施或影響

醫療專業，導致「不能說真話」云
云，范鴻齡回應指，醫管局不能代替
政府向同事解釋港區國安法，但強調
言論自由受保障，「同事想講真話當
然可以，我們從來無叫同事講假
話。」
另外，近日有新成立的公務員團體

「新公務員工會」，藉反對港區國安
法立法，鼓動公務員參與「罷工公
投」。 政府人員協會昨日發表聲明
指，強調香港市民擁有發起或參與任
何合法遊行集會的權利，表達個人意
見，公務員是市民的一分子，當然不

例外。然而，故意以公務員身份，公
開不支持法治和不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並公然呼籲公務員參與「罷工
公投」，這明顯嚴重違反《公務員守
則》及操守。

公僕應履行維護國安責任
聲明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是對香港特區的憲制要求，是
香港特區政府的職責所在，也關乎全
體香港居民切身利益。而從國家層面
制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
度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公務
員作為香港特區政府的骨幹，理應盡
忠職守，堅定支持並全面配合政府，
在行政長官帶領下，依法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的責任，做好維護國家安全的

各項工作。
協會呼籲所有公務員同袍秉持專業

精神，緊守崗位，並堅持政治中立依
法公正執行職務，致力維持香港繁榮
安定，切勿受人誤導，而違反守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在建制派議員39票贊成、攬炒派議
員5票反對及11票棄權下，通過委任張
舉能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議案，明年
1月11日生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讚揚
張官持正不阿，多名建制派議員亦歡迎
任命，冀張官改善司法覆核被濫用的情
況，並成立量刑委員會，讓涉黑暴案件
的被告獲應有懲罰，加強阻嚇作用。

張建宗讚持正不阿
隨着議案通過，張舉能將接替明年1月退休的馬道立，
成為香港回歸以來第三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建宗在動
議決議案時表示，張舉能自2001年加任司法機構，多年
來主管高等法院的司法及行政事務，並讚揚張官持正不
阿，在司法機構及法律界均深受敬重。
他指，張官是一位具高度才能的法官，曾就不少重大和

複雜的案件撰寫重要和具重大標誌意義的判案書，並在
2011年至2018年出任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在策略性和法
院運作事宜上，擔當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主要顧問，可見
張官具備豐富的行政經驗及卓越的領導才能，足以履行司
法機構之首的職責。

周浩鼎促設量刑委員會
民建聯副主席、律師周浩鼎表示，近日頻頻發生令市民

質疑法官公正性的事件，包括有匿名法官向路透社作失實
言論、抹黑中央，促請特區政府嚴肅跟進。他指近日社會
質疑涉修例風波的案件判刑過輕、不夠阻嚇性，或鼓吹暴
力及違法行為，期望張舉能上任後可參考英國成立量刑委
員會，列明不同情況下應判處的刑罰。
經民聯副主席、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表示，非

常支持張舉能獲委任，期望他上任後善用科技審案，並保
持司法機構的公正性。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司法覆核制度有被濫用的情

況，冀張舉能上任後會處理有關問題。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指出，坊間誤以為首席法官可隻手遮

天，但事實上該職位無絕對主導權，而作為首席法官，應
保證本港司法制度有效運作、秉持公義。
根據投票記錄，陳淑莊、楊岳橋、譚文豪、郭家麒4名

公民黨議員投棄權票，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則投贊成
票。郭榮鏗聲稱，業界憂慮港區國安法立法後，本港司法
獨立受損，期望張舉能接任後堅守原則。
本身是大律師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則聲稱，今次處理任
命是任重道遠，因為香港已進入「大時代」，希望張舉能
有勇氣及能力，向全世界展現香港司法獨立不受任何勢力
的影響。
對有議員憂慮港區國安法影響香港司法獨立，張建宗其

後回應指，立法無損香港司法獨立，重申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及發展利益是香港憲制責任，填補國家安全缺口亦有
其必要性及迫切性。

委張舉能掌終院
立會大比數通過

香港浙江政
協委員聯誼會
昨日舉行「解
讀《港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
及全國兩會分

享會」，與會的全國政協委員一致認
為，全國人大為香港國安立法是將香港
帶回正軌的唯一出路，亦證明中央堅持
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不變。大律師
王則左也指出，香港近來的社會運動，
明顯是有外國勢力的參與，國安立法為
防止外國機構繼續插手香港事務，從而
解決當下困局，可說是對症下藥。

陳仲尼：澳門證明利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陳仲尼指，世界各地都
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安全法，特別是大家

認為「最民主自由」的美國更加有世上
最完備的相關法律；同時澳門自2009
年就二十三條立法後，本地GDP錄得
明顯增長，失業率更現跌率，足證國安
法並不是洪水猛獸，而且亦有實際需
要，香港理應就國安立法。

詹洪良：「一國兩制」核心
全國政協委員詹洪良表示，去年發生
的連串黑暴事件，不單令香港社會的各
個方面都深受傷害，當中滲透着各種
「港獨」及外國勢力，嚴重挑戰「一國
兩制」的原則底線；而維護國家安全是
「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所以有關立
法正正證明了中央堅持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

李德麟：須堅守原則底線

原全國政協委員李德麟說，近年來
在香港發生的動亂已近乎失控，國安
立法是讓香港重回正軌的不二法門，
而且有關立法決定亦反映了一個明確
訊息，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就算
擁有高度民主自由，但在「一國兩
制」下仍有必須堅守的原則底線，國
安立法亦是勢在必行。

王則左：須防外力續干預
大律師王則左在會上指出，香港近
來的「反政府反中」運動，明顯是有
外國勢力的參與，為防止外國機構繼
續插手香港事務，從而解決當下困
局，國安立法可說是對症下藥的方
案，有相當的迫切性。再者，國家安
全不僅是香港的治安問題，國家對此
是擁有最終的管轄權。

他補充，全球多個實行普通法的地
區都有國安法，其中新加坡的相關法
律更加列明，政府可以不經審判，直
接逮捕可能對新加坡內部安全構成威
脅的可疑分子，原因在於國安涉及國
家敏感資料不能對外公開，所以坊間
認為香港法院可自行審議國安，甚至
要設陪審團的說法是絕不可行，而且
國家亦無授權香港可處理國安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帶港回正軌 浙政聯：立法是唯一出路

林 鄭 訪 友 協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一行昨日到香港友好協進會，與各界青年代表座談港區國安立法。友協會長唐英年、副會長兼秘書長譚
錦球和青年代表50人出席會議。唐英年主持座談會並做總結。朱鼎健、黃永光、林潞、莊紫祥、馬恩國、吳學明、沈家燊、

陳建強、柴舸洋、陳美寶、張心瑜等先後發言和提問。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參加座談。

香港文匯報訊 「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
線」與「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在明日舉行所
謂「罷工罷課公投」，反對港區國安法。多個
商會代表昨日直斥煽動罷課是無視學生的利
益，罷工更是打爛工人飯碗，極不負責任，呼
籲廣大市民不能讓所謂「公投」破壞香港。

中出：勿拿孩子當籌碼
中華出入口商會昨晚發表聲明，嚴厲譴責
激進團體罔顧香港社會正遭受經濟不景、疫
情未退之打擊，為一己之私利，發起所謂
「罷工罷課公投」。聲明說，回顧過去一年
的社會風暴，我們痛心地看到不少純真善良
的學生，在暴力分子的教唆引導下，成為打
砸尖兵，甚至冷血地傷人致殘，令自己前途
盡毀。是次違法「公投」，再次將未成年的
學生投到政治抗爭的風尖浪口，使孩子成為
他們的犧牲品。
聲明說，目前香港各階層深受經濟不景影

響，失業率創15年新高，普羅市民正在為生
計不保而徬徨。在此民生受困、政府不惜以
巨額儲備推動經濟之際，激進派為自己利益
驅動，以反對港區國安法為借口，發起政治
罷工，將使社會雪上加霜，香港經濟恢復無
期。激進派所為，無阻港區國安法的實行，
亦證明國安立法的正確及必要。

吳宏斌：無視學生利益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認為，在全

球疫情之下，很多行業的業務比以前更差，香
港旅客亦直線減少。他直斥一小撮人煽動罷工
罷課，不負責任。現時失業率已經高企，而政
府不斷推出「保就業」的政策，但這些反對派
卻沒有好好珍惜。另外，中小學生已經困在家
中幾個月，難得可以上學，但有反對派組織卻
提倡罷課，這是無視學生的利益。

巢國明：疫後雪上加霜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巢國明表示，暴亂加上疫

情，對中小企的生計帶來衝擊，令中小企營商信心不斷向
下。港區國安立法對香港有正面影響，恢復社會正常秩
序，令中小企得以重拾生計。他強調，疫情稍見緩和，本
港經濟逐漸復甦，呼籲廣大市民不能讓所謂「罷工公投」
破壞香港。

黃家和：損害工人生計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多個行業已經受到

疫情的影響，例如餐飲業的生意尤其慘淡。若然工會發動
罷工，餐飲業、零售業等亦會受到影響，「若工人沒有工
作的話，又如何維持生計？」
黃家和認為，罷工罷課影響香港的營商形象，更為各行

各業構成不便，「大家最重要是有飯食，罷工對工人根本
沒有好處。」他強調，現時最重要的是恢復社會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 攬炒派南區區議員袁
嘉蔚日前在一個記者會上聲稱，警方
於6月12日在銅鑼灣採取的拘捕行動
中，沒有依循處理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人士的指引。警方昨日在fb回應指，
袁嘉蔚提出的指控與事實不符。
香港警察fb專頁昨日發表警方的聲
明，指上周五（12日），有人群佔據
銅鑼灣近黃金廣場一帶，高聲叫囂，
破壞社會安寧，警方遂到場執法。其

間，警方在軒尼詩道502號附近，發
現一名男子多次無視警方警告，拒絕
離開，於是以最低所需武力將其制
服。該男子涉嫌非法集結被捕，之後
被送往醫院治理。

主動邀被捕人母陪落口供
聲明續指，雖然被捕人並無攜有任

何與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相關的證
明（例如「守護卡」），但人員在觀

察其言行舉止後有所懷疑，故立即通
知其母親及邀請她擔任合適成人的角
色，為被捕人提供支援。當被捕人母
親到達醫院與被捕人見面及溝通後，
她一度離開醫院為被捕人拿取衣物，
之後才前往警署。而警方亦在等候被
捕人母親及律師到達警署後，才在二
人均在場的情況下，向被捕人展開調
查及錄取口供。
聲明強調，警方一直重視保障精神上

無行為能力人士的權利，而在是次拘捕
行動中，警方根據指引為被捕人安排合
適成人，妥善照顧及維護了被捕人的權
益。然而，袁嘉蔚提出失實指控，公開
宣稱警方當晚沒有通知被捕人家長，又
聲言其母親需要「撲來撲去」才得悉被
捕人身處警署的消息。
警方嚴正指出，上述指控均為失實

及錯誤。對於袁嘉蔚罔顧事實，公開
作出失實指控誤導公眾，抹黑警隊工
作，警方表示十分失望及遺憾，並予
以譴責。警方冀望公職人員能基於事
實發表批評，切勿製造假消息。

警詳列拘捕過程 踢爆袁嘉蔚大話

■香港浙江政協委員聯誼會昨討論港
區國安法立法。

■張舉能

■范鴻齡表示絕不認同員工以罷工要
挾醫管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政府人員協會批評公務員罷工嚴重違反守則。圖為去年8月的公務員集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