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國安法已於上月30日開始在港

實施，香港國安委亦已於上周成立。香港國安委成

員、海關關長鄧以海，昨日接受央視訪問時表示，實

施香港國安法是讓香港走出困局、從亂到治的轉機，

是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安定的「定海神針」。他表示，香港海關在維

護國家安全和打擊恐怖活動擔當獨特的角色，將在海關專業範疇內協助制

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政策和工作，海關的具體任務就是全天候把關，堵

截槍支彈藥和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物品。

鄧以海在訪問中對駐港國安公署日前成
立表示歡迎，他說：「這體現出從國

家到香港，對香港國安法穩步實施的決
心。」
他表示，香港海關肩負把關重任，是維
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一環。他說：「作為海關
關長，對被委任為國安委的一名成員感到非
常榮幸，衷心感謝中央對香港海關的充分信
任和支持，這個任命也充分顯現海關把關的
重要角色。」

全面配合護國安任務
鄧以海表示，深感任重道遠，會竭盡所
能做好維護國安的工作，堅定不移地帶領海
關，協助特首、香港國安委和駐港國安公署
執行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各方面工作。包
括在海關專業範疇內，協助規劃及制定香港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工作和政策；在海關的
權責範圍內，全面配合執法，執行維護國家
安全的任務。
他指出，香港海關維護國安的具體任
務，主要體現在堵截軍火武器以及有可能

危害國家安全的物品，「槍支彈藥一向是
存心威脅國家安全的組織和人士，用作破
壞的工具。」香港作為一個交通樞紐和國
際大都會，每天有海量的客運、貨運以及
郵包經海陸空途徑進出香港，海關在巨大
的人流、物流和交通流中，進行有效的把
關管制，堵截槍支彈藥和武器配件以及其
他的非法物資裝備，這對維護國家安全非
常重要，因此海關「是一道全天候都必須
堅守的重要防線」。

國安法乃亂到治轉機
他又指，未來會帶領香港海關，盡忠職
守、團結一致，做好護法守關的工作，協助
警隊止暴制亂，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
他強調，實施香港國安法正是香港走出
困局，從亂到治的轉機，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香港繁榮安定的「定海神針」。他深
信在中央和特區政府，以及廣大愛國愛港市
民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定能重回正軌、長治
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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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以海：海關全天候把國安關
堵截軍火流入香港 協助警隊止暴制亂

投 訴 3535++ 操 控 選 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選舉
管理委員會早前發表的2020立法會
選舉活動指引中，並無採納設立
「關愛隊」和電子選票等建議，被
指是漠視民意，激發公眾不滿。團
體「選舉公平關注組」一行逾廿
人，昨日到禮賓府向特首請願，他
們高舉寫有「維護選舉公平」、
「保障弱勢群體的神聖投票權」等
標語，直斥馮驊漠視民意，未有採
納公眾提出的合理改善建議，變相
削弱弱勢群體的投票權利，要求撤
換選管會主席馮驊。
活動召集人王國興表示，選管會三

人小組早前稱選舉指引早在公眾諮詢
結束前已完成，反映選管會未有重視
民意，容許立法會選舉存在不公漏

洞。他又批評選管會，縱容及包庇戴
耀廷夥同攬炒派舉行「民主派初選」
是失職瀆職，要求撤銷馮驊主席一
職；並建議在過渡時期，委派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問責官員，主持新一屆立
法會選舉管理事宜。
「選舉公平關注組」秘書長、法學

教授傅健慈亦提到，攬炒派將於本周
末舉行的所謂「民主派初選」，涉嫌
脅迫他人參選或不參選，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其宣傳
海報亦存在「港獨」口號，懷疑背後
有外國勢力支持。
他認為，有人想通過操控選舉，癱

瘓立法會，以達到分裂國家、顛覆政
權的目的，已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
希望政府能嚴肅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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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公平關注組」要求撤換選管會主席馮驊。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鄧以海接受央視訪問時形容香港國安法是「定海神針」。 央視截圖

擬將涉暴三關員革職 海關：絕不姑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三名海
關關員7月1日參與未經警方批准的遊行
活動，因涉嫌非法集會被捕，三人早前已
被停職。有消息指，涉案三名關員均服務
政府未滿3年，海關關長鄧以海擬引用
《公務員事務規例》相關條文，將該三名
仍在公務員試用期的關員革職。海關發言
人指，不評論個別報道，但如有人員違法
或違規，會根據《公務員事務守則》及部
門指引嚴肅跟進，絕不姑息。
警方7月1日對港島的非法遊行集結採
取果斷行動，至少有370人涉各種罪名被
捕，當中三名海關現役關員涉嫌非法集結

被捕。據了解，被捕的兩男一女，是海關
新紮關員，其中兩人持學士學位，另一人
為毅進課程畢業，在海關訓練學校是同屆
同班同學。

按規可以紀律問題解僱
根據《公務員事務規例》，各公務員職
系基本職級的新入職人員，通常會先按試
用條款受聘3年，之後方會獲考慮按當時
適用的長期聘用條款受聘，按規例可無須
等待檢控、審訊和判決結果，可基於紀律
問題解僱未滿試用期的公務員，過往在警
隊也有類似個案。

不過，據了解，海關會等候警方的調查
報告，檢視有關人員涉嫌違法的具體情況
後，才決定進一步行動。海關發言人回覆
傳媒查詢指出，該三名人員已被停職，並
重申部門一向有既定指引規管員工品行及
紀律，對人員操守及誠信有嚴格要求，如
有人員違法或違規，會根據《公務員事務
守則》及部門指引嚴肅跟進，絕不姑息。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掌握的資料，因涉嫌

參與非法公眾活動被捕、現正接受警方調
查或被起訴的公務員有44人，至今43人
已被停職，政府強調對公務員違法「零容
忍」，絕不姑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香港大
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牽頭發起的攬炒
派「初選」明起舉行，私隱專員公署昨日
發聲明表示，活動若旨在「否決」立法會
議案，就須向當事人說明目的的合法性，
一切非法或誤導性的目的或構成不公平收
集個人資料，將觸犯《私隱條例》，且根
據選舉法例，任何人把過往選民登記冊的
資料，用作與當次選舉無關的用途，例如
民調，即屬違法。

戴耀廷未覆公署查詢
私隱專員黃繼兒在聲明中表示，公署曾
嘗試聯絡該活動負責人但未獲回覆，對方
亦未有主動提供資料或匯報，但鑑於該活
動或涉收集、使用、轉移、保安和銷毀個

人資料，故提醒該組織須嚴謹處理。
黃繼兒引述特區政府日前的聲明指，基

本法和香港法律體系並無「公投」制度，所
謂「公投」既無憲制基礎，亦無法律效力，
活動負責人應將活動性質、目的及合法性，
在收集個人資料時清晰、詳盡告知市民。若
蒐集個人資料的目的是便利活動，並旨在
「否決」立法會議案，就須向當事人說明目
的的合法性，一切非法或誤導性的目的或構
成不公平收集個人資料，將觸犯《私隱條
例》。
他並指，公署留意到該活動涉透過住

址證明、過去的投票通知書或選民登記
記錄以核實市民的投票資格，故提醒負
責人在核實程序中不得使用過往已發表
的選民登記冊或從政府部門所取得的選

民資料，避免違反保障資料原則。根據
選舉法例，任何人把登記冊的資料用作
與該次選舉無關的用途即屬違法，可罰
款5,000元及監禁6個月。

提醒應做足保安措施
聲明最後指，該活動是透過手機投

票，過程或涉採用雲端服務儲存所收集
的個人資料。根據《私隱條例》，保障
所收集及持有的個人資料的最終責任在
資料使用者一方，故負責人應採取足夠
的保安措施，並向有關職員提供足夠訓
練及指示，確保符合資料保安要求。
戴耀廷稱其團隊早前已發電郵通知私隱

專員公署，故「可能是溝通出問題，會盡
快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
丑」之一戴耀廷策劃於明日開始舉行攬炒
派的所謂「35+初選」，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曾國衞日前指，相關「初選」或違
反香港國安法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條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城大法
律系副教授梁美芬表示，政黨舉行立法會
選舉初選本身並無問題，但攬炒派聲稱當
選後，會否決包括財政預算案在內的所有

政府議案，目的是為了癱瘓香港和奪權，
明顯違反香港國安法、「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相關人等不符合參選資格。
梁美芬直言，任何派別都可以透過初

選，在法律框架容許下，協調選出代表參
選的人，但問題在於參選背後的行動綱
領，如果參選人表明當選加入立法會後，
是要癱瘓立法會和否決財政預算案等方法
奪權，涉及的問題不單只香港國安法，而

是整個基本法，「連第一步都未能通過，
因為香港的高度自治取決於『一國兩
制』，行政、立法、司法，和維護香港繁
榮安定，是最主要立法原意。」
被問及借出場地舉行初選投票事宜，梁

美芬指，現時不能作具體回應，要視乎初
選的行動綱領是否要破壞特區運作，亦要
視乎借出場地人士，是否清楚行動綱領，
以及行動性質。

梁美芬：若圖癱立會「初選」涉違法

「論壇」腰斬釀內訌 攬炒派盡顯低質

私隱署：選民資料非用於當次選舉屬違法

聲言要喺下屆立法會奪得議席
「35+」嘅攬炒派，喺提名期開始前又搞
「初選」又搞論壇，點知最後搞到一鑊
泡，仲變成互揭瘡疤嘅平台𠻹。由攬炒派
組織「凝聚觀塘」主辦嘅「民主派九龍東
初選全民論壇」，就因為日前六個參加者
中有四個話「因事不能出席」而被迫取
消。發晒邀請但食檸檬咁冇面，「凝聚觀
塘」此刻就發揮「攬炒」本色，大數其他
「初選論壇」主辦單位同參選人嘅不是，
結果被網民圍插質素低同搞內訌，呢啲咪
就係攬炒派嘅「民主」囉。

口講自由「各方」施壓
「凝聚觀塘」近日喺 facebook 發聲明

話，「初選論壇」旨在融合參選人同選民嘅

理念，但過去兩次由其他主辦商搞嘅「初選
論壇」都欠缺互動，喺室內搞都算，仲要唔
畀公眾入場，搞到同原本嘅活動原意南轅北
轍，所以佢哋喺街頭搞嘅「全民論壇」先最
能為「九龍東初選」造勢喎。

聲明仲話，論壇自籌辦開始就被「各
方」阻撓，包括有「政壇中人」游說參選
人「自行考慮參加與否」，而被「同路
人」質疑無法控制活動秩序，隨時有人搗
亂或亂叫口號。講到尾，所謂嘅「各方」
好似全部都係「同路人」嚟喎，乜同路人
嗌口號都唔畀？言論自由去咗邊呢？

六人受邀 四個無影
聲明仲點名話，參選「九龍東初選」嘅

民主黨胡志偉、公民黨譚文豪、民協施德

來因為考慮到「公開活動嘅風險」所以拒
絕出席，仲特別提到三人冇講過係驚疫情
傳播嘅風險𠻹。至於前「香港眾志」秘書
長黃之鋒就因「重要公務」無暇出席，僅
剩「人民力量」譚得志同「素人」李嘉達
撐場。

主辦方喺文末批評，「一場只為和平交
流的選舉論壇，因為自己加諸自己的枷鎖
而告吹，籌委會對因恐懼國安法及選民而
拒絕出席的候（參）選人表示遺憾。」

自認攬炒派支持者嘅網民「Evan Lam」
就批評話：「大局為重，未打先內訌係大
忌。」不過亦都有「同路人」拒絕盲撐，
「Yuen Luk」就鬧啲參選人：「怕到一個
公開活動都唔敢出？咁唔洗（使）選舉
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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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熱心市民約26人昨日從
遮打花園遊行至律政司司長辦公

室，投訴「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策劃於本周六開始舉行攬炒派的所謂「35+立法
會選舉初選」，指其涉操控立法會選舉，要求檢控機構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