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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秘書處根據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的通知，刪除她在個人利益

登記冊上，有關英國劍橋大學沃爾

森學院名譽院士身份的項目。林鄭

月娥昨晚表示，學院現任院長上周

去信要求她就被指控「偏離學術自

由和言論表達自由」的原則、「處

分批評政府的老師」、「執行有域

外效力的國家安全法律」等答辯。

她於前日去信反駁這些無稽的指

控，並表示對學院以毫無事實根

據、道聽塗說的態度去誣衊別人感

到十分失望，更難以說服自己繼續

與沃爾森學院有任何聯繫，故主動

將名譽院士名銜退回。

林鄭主動退回劍橋名譽院士名銜
對「莫須有」指控感失望「難說服自己續與學院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童裝連
鎖店Chickeeduck在沙田新城市廣場的分
店展示「黑暴女神像」，新城市業主新鴻
基地產已向該公司行政總裁周小龍發出律
師信，要求立刻移除有關展品，並保留一
切法律追究權利。
今年6月，Chickeeduck在荃灣愉景新城

商場的分店展示「黑暴女神像」，被商場
業主指控違反租約，其後業主決定不再續
租，限定它需在21天內搬離，該店在6月
底搬走塑像。
其後，該塑像又在Chickeeduck屯門巿

廣場分店展示，至本月11日被業主入稟高
院指其違反租約，在櫥窗展示原告已提出
書面反對的物品，要求法庭頒令將有關物
品移走，以及要求被告就違反租約作出賠
償。

周小龍稱，沒有本錢與業主打官司，選
擇庭外和解，並於8月12日晚上移走塑
像。
不過，在本月14日，類似塑像被發現在

Chickeeduck 沙田新城市廣場分店內展
示。業主隨即發律師信，要求立即移除。
周小龍昨日稱，該分店擺放的塑像掛有店
內產品，旨在「支持本土藝術家」及「招
徠生意」，但當晚立即收到業主通知要求
移除塑像。他期望可先與業主商討，再決
定下一步行動。

業主入稟促移除
新城市廣場的業主新鴻基地產表示，留

意到有租戶於店內展示不符租約內容的展
品，已去信該商戶，要求立刻移除有關展
品，並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權利。

想 喺
「黃色經
濟圈」搵
兩餐真係
唔容易，

喺「黃店」打份工仲隨時會被「用完
即棄」。攬炒組織「勞工組」噚日就
喺facebook專頁爆料「無良黃店」，
話某著名「連鎖黃店」再向「手足」
開刀，唔單止突然炒人，仲屈員工自
己辭職，已涉嫌違反勞工法。究竟係
邊間有名連鎖店？睇嚟真係要儲定花
生等戲睇喇。
講到打「黃店」工嘅苦，網友「Mi
Penki」就好似幾了解行情咁話：「其
實好多黃店對員工都麻麻，我甚至聽
過完全唔畀食飯時間員工。」呢班員
工無處訴苦，因為有大批「黃絲」幫
住「黃店」，甚至「調返轉公審個員
工」，仲有好多剝削情況發生。

「黃工會」發聲被兇返轉頭
「勞工組」自詡係攬炒派嘅「工會
組織」，此前一直高調鼓吹罷工，但
噚日個帖文直情講明要對抗「黃色經
濟圈」。「勞工組」話前幾日接到
「手足」投訴，因佢俾一間頗有名氣
嘅「連鎖黃店」突然解僱，「更差嘅
係，僱主唔認係主動解僱，仲要屈事
主主動辭職，借此逃避支付代通知
金，甚至有疑似違反其他勞工法。」

「勞工組」仲話組內好多成員都有幫
襯過該店，對該老闆做法十分震驚，為
咗避免誤會，已安排咗朋友向該「黃
店」禮貌地詢問情況，點知對方態度相
當惡劣，除咗話最近炒咗好多人，更揚
言會「追究打電話去詢問嘅朋友。」
其實「勞工組」完全唔需要震驚

嘅，之前已宣布退出「黃圈」嘅龍門
冰室，唔係剝削員工，就係食物質素
極低，老闆張俊傑更係食「人血饅
頭」食到被叫作「人血張」，網民仲
爆料有「黑底」支持佢。
網民「Benny To」大罵該連鎖店簡

直係「黑店」。「Virginia Yam」就
更醒目：「其實大把掛名自己黃嚟呃
人氣啦。」唔少「連登仔」同 face-
book 網民亦要「勞工組」開名，
「Trãn Lujai」就估：「膳心定龍
門。」「Cling Lam Ng」亦話：「我
而（）家都循着阿布×（泰）方向
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現屆立法會繼續履
行職責不少於一年，香港特區政府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日表
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符合特區
憲制及整體利益，而第六屆的立法會
議員均是由公平、公正的選舉產生，
故並非延任一年就變得「無代表
性」，並呼籲全體立法會議員重回議
會，謹守崗位。他還表示，是次受疫
情影響而押後選舉，反映本港的選舉
制度及方法要完善補足，未來一年將
研究不同方法，以應付突發情況。
曾國衞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非常感謝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而延任是簡單直接、合適合理的
安排，並反駁有人聲稱議員延任一年
「無民意授權」，因為全國人大是全
國最高權力機關，本身已是民意代
表，絕對有憲制權力作此決定，加上
第六屆的立法會議員均是由公平、公
正的選舉產生，他看不到為何延長任
期會導致立法會缺乏民意授權。
立法會目前仍有議席空缺，他表
示，香港疫情仍然嚴峻，有一定風
險，政府無計劃亦無條件舉行補選。
至於早前被選舉主任裁定參選第七屆
立法會的提名無效的多名現任議員能

否繼續參與未來的立法會選舉，他表
示，一次取消資格不代表終身不得參
選，但選舉主任會在未來一年時間繼
續觀察有意參選者的言行，能否參選
視乎他們是否真誠擁護基本法及效忠
香港特區，如有關人士明年再報名，
會重新考慮提名有效性。

將完善選舉制度惠長者
曾國衞還透露，政府今次因應疫情

延後選舉後，接獲坊間不少有關完善
選舉制度的建議，包括人性化處理長
者及有需要人士的投票程序，以及要
求開發電子、自動化投票方式等。他
說，有不少香港選民因疫情關係滯留
外地，無法回港投票，政府未來一年
亦會循相關方向研究如何完善選舉制
度。
被問到是次換屆選舉押後，已報名

者如何取回選舉經費問題，曾國衞表
示，政府已訂出指引，不過已被選舉
主任取消提名資格者則不會獲退回經
費。至於曾參與攬炒派非法「初選」
的參選人能否申請取回經費，他表
示，政府收到不少有關所謂「初選」
的投訴，包括指「初選」涉嫌操控及
舞弊，有關部門正在檢視，若發現指
控屬實，會採取適當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警
方日前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捕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攬炒派聲稱
這是「打壓新聞自由」。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日批評，有
關指控完全是「攞嚟講」，是「欲
加之罪，何患無辭」。

斥美國制裁卑劣無恥
曾國衞在電台節目中表示，警方

行動純為執法，只是被捕者碰巧是
傳媒公司老闆，而執法機關不會因
為傳媒機構身份而給予例外，那些
指稱政府打壓新聞自由之說完全是
「攞嚟講」、「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
早前被列入美國的所謂「制裁」
名單的曾國衞，在節目中狠批美國
政府卑劣無恥。他表示，香港實施
國家安全法，維護國家安全、因疫
情押後選舉等，均與美國無關，而
全球多個國家都因疫情押後選舉，
美國完全是雙重標準，而美國亦無
權干預香港事務。
他引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之前的

說話，表示自己對美國「制裁」嗤
之以鼻，並直言「制裁」對他個人
並無實質影響，因他在美國無資
產、與美國無往來、無小朋友要去
讀書、亦無打算前往，美國的所謂
「制裁」是自欺欺人。他並強烈譴
責美國政府在網頁公開其個人資
料，認為這猶如「起底」的流氓行
徑，但對美國政府會作出此舉不感
奇怪。
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聲稱，在

中國「收緊管治」下，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必死」。曾國衞反駁，中國近
年崛起，在科技、經濟等方面挑戰美
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國地位，是美國不
希望中國超越美國，因此藉機打壓，
香港不過是中美博弈下美國的棋子，
所謂的「民主自由」只是藉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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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決定香
港第六屆立法會延任，為特區政
府提供了團結抗疫的環境。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日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有關的會議中並沒有提到
有關議員資格的問題。雖然部分
立法會議員資格被質疑，但有關
問題應由特區政府按已有法例自
行處理。

料攬炒派終接受續任安排
譚惠珠在訪問中表示，第六屆

立法會議員延任的決定，為香港
解決了憲制危機問題，立法會若
陷入停頓，特區政府想要增加防
疫抗疫人手、預算等工作，都會
受到嚴重影響。她相信攬炒派立
法會議員最終會接受續任一年的
安排，但如果續任的議員在議會
不協助不幫忙，「我反而覺得不
出聲好過出聲。」
她續說，第六屆立法會中超過
一半都是建制派議員，即使攬炒
派總辭，都不會影響議會運作，
亦不必補選。
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譚

惠珠表示，立法會出現空缺，倘
按照香港本地法例處理，只能用
召開緊急會議的方式維持立法會
運作，但每一次召開緊急會議，
都可能會遇到司法覆核，因此只
能通過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為
立法會運作提供憲制基礎。根據
國家憲法，全國人大有權決定香
港特區的設立及制度，並授權人
大常委會處理。
她強調，如今香港疫情嚴

峻，特區政府已很忠實地告訴
了大家押後選舉的原因，完全
不涉及政治考慮。在特區政府
提交給國務院的報告，除了抗
疫，並沒有提到其他政治相關
的議題，因此常委會亦沒有討
論過包括議員資格的問題。有

鑑於攬炒派議員在立法會的言行，她認為
有人質疑其是否效忠特區和擁護基本法是
有道理，但香港有多條法律涉及相關規
定，應自行處理。

重申人大常委會有權行使職權
被問及有香港法律界中人指稱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違反基本法中立法會每屆任期四
年的規定，譚惠珠反駁，香港的憲制架構由
基本法和憲法組成的，應放在一起理解，全
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在全國人大休會期間行使
全國人大的職權。
香港國安法已生效了一段時間，譚惠珠指

出，市民要謹言慎行，不可去到危害國家安
全、令政權改變，或令政府不能運作的地
步，但亦毋須做「鵪鶉」，只要大家合乎比
例地表達意見，該講的說話要照講，香港根
深柢固的言論及結社自由，事實上與法例生
效前並無分別。
譚惠珠強調，如今香港外圍經濟環境非常

艱難，香港應該將確診人數盡量減少到
「零」，盡快融入國家的發展圈子，又呼籲
市民一定要遵守防疫要求，「只有這樣，香
港才能復甦。」

曾國衞籲全體議員謹守崗位 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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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手足」主動辭職「黃店」炒友拒補水 「黑暴像」搬竇沙田 老「遷」周小龍又被趕

在美國政府宣布「制裁」包括林鄭月娥等
11名中央及特區政府官員後，林鄭月

娥表示會主動註銷其有效期到2026年的訪美
簽證。昨日，她在fb再宣布，已於前日主動
退回英國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的名譽院士名
銜。

上世紀80年代留學結緣
她表示，自己於上世紀80年代獲當時政府

保送到英國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留學，其
後，該學院時任院長於2017年初她當選特首
後，邀請她成為該院的名譽院士，認為這將
有助加強香港和劍橋大學及學院日後的合
作，「我當時欣然接受。」
不過，自去年「修例風波」以來，現任院
長承受了來自部分英國政客和媒體及某些團
體（應和本地反政府組織的所謂「國際陣
線」有關的人士）的壓力，曾來信告訴她有
人要求學院取消其名譽院士。
林鄭月娥說：「我個人對這些虛名從不看

重，但為了讓學院掌握香港的真相，去年底
致函院長詳加解釋。但事件並未告一段落，
上星期院長又來信，說學院認為我偏離學術
自由和言論表達自由的原則、處分批評政府

的老師、阻止學生在學校唱歌和叫口號、執
行有域外效力的國家安全法律等，現提供讓
我答辯機會，否則就取回名譽院士名銜。」

批院方道聽塗說誣衊他人
她指出，對這些「莫須有」的指控，院長
一方面稱有「足夠可靠的證據」，但就沒有
提出任何佐證，反而承認他們是「聽到」
（we hear）或「據報道」（it was report-
ed）。「對於這些無稽之談，我本想一笑置
之，但為了維護特區政府和特首尊嚴，我昨
（前）天再次去信反駁，包括指出香港各大
學享有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大量學生違
法被捕、英國維護國家安全法律中有相同的
域外效力條文等事實。」
林鄭月娥說，她在結語中表示對於學院以

毫無事實根據、道聽塗說的態度去誣衊別人
感到十分失望，「因此亦難以說服自己繼續
與沃爾森學院有任何聯繫，所以一併把名譽
院士名銜退回。」
她最後感性地說：「雖然發生了這件不愉
快的事件，但劍橋大學仍然是不少學生嚮往
的著名學府，而徐志摩先生筆下的康橋仍然
為我和家人留下不少美好的回憶！」

▲涉事塑像置於店內當眼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地向Chickeeduck發律師信要求移走塑像。

■警方日前以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拘
捕黎智英，曾國衞批攬炒派聲稱這是
「打壓新聞自由」是「攞嚟講」。

■「勞工組」發帖聲討涉事黃店。fb截圖

■林鄭月娥對學院以毫無事實根據、道聽塗說的態度去誣衊別人感到十分失望，故主動退
回劍橋大學沃爾森學院名譽院士身份。圖為她在劍橋大學留影。 林鄭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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