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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

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回

應所謂「三權分立」的爭

議。她重申，香港的政治體

制是以行政主導、以行政長

官為核心、向中央人民政府

負責，但不等於行政長官會

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她並

指，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裏，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

司法機關是各司其職，而司

法機關的司法審判獨立是至

為重要。

林鄭：特首不會干預司法獨立
行立司「三機關」各司其職 司法審判獨立至為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的憲制安排、政治體制

在回歸23年後還時常會出現一些誤
解、爭議，甚至是炒作，其原因可能
是宣傳教育不足，「這個永遠也可以
做得更好。」故無論在憲法、基本法
及香港國安法也需要很嚴肅及認真的
公眾教育，而這些教育亦應該從學校
裏開始。

以特首為核心 向中央負責
她又指，出現爭議的另一些原因是
有些人居心叵測，喜歡拿這些事在社
會上引起矛盾，亦認為是有些人根本
對此認知不深，「因為畢竟它是一個

憲法或政治體制的議題。」
她重申，香港的政治體制是以行政

主導、以行政長官為核心、向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一個如此清晰的政治
體制──這個真理是能夠達至愈辯愈
明的效果，我亦希望它以後不會再成
為一個炒作的議題，是會成為大家要
深入認識，尤其是要教育我們下一代
的議題。」
至於司法制度方面，林鄭月娥重

申，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以
行政長官為核心，但不等於行政長官
會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因為行政長
官一個重要的責任是確保基本法全面
貫徹準確落實，其中包括基本法第八

十五條規定，香港法院獨立進行審
判，不受任何干涉，「作為行政長
官，我也要確保我們的司法機關在審
判時不受任何干涉，所以怎會如有些
人所說，我的發言是想影響司法機關
的審判獨立？」

法官按法律證據審案
她表示，雖然近來社會上對於法庭

的裁決有意見，即歡迎或不歡迎某些
裁決，但她都是一如既往地呼籲市民
要尊重法庭裁決，不要肆意評論每一
件案件，並指法官有自己宣誓時作出
的聲明，他們也是按着法律、證據來
進行審判。

林鄭月娥認為，在今日政治上比較
紛亂及兩極化的情況下，大家應該要
把持原則，即在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裏，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
是各司其職，而司法機關的司法審判
獨立是至為重要，並以此解釋為何往
往發生了一些案件、檢控時，「大家
問政府官員的看法時，為什麼我們的
回覆也是：由於這件案件已經進入司
法程序，我們不會公開評論，便是不
想有任何會影響司法獨立審裁的情
況。」
她認為，對於坊間現時提出各式各

樣的意見，大家應該返回基本法的初
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2名港人涉嫌干犯
香港國安法、黑暴罪行的起訴及通緝者，上月23日
潛逃偷渡時於內地管轄海域被廣東海警截獲拘押。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指，
特區政府已被知會港人偷渡被截獲事件，警方亦已通
知有關人等的家屬，12名偷渡港人因在內地司法管
轄權範圍違反內地法律被捕，故須根據內地法律在內
地受審。另外，她亦回應12歲女童及「人民力量」
副主席譚得志被捕事件，指市民對執法人員有不滿可
以投訴，並重申言論自由在特定情況受法律限制。
就12名港人因偷渡被廣東海警截獲，有被拘押者

的家屬委託內地律師到看守所會面被指手續不全被
拒，林鄭月娥回應指，香港警方與內地公安機關兩年
前已建立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當有港人在內地被
捕，特區政府會獲知會，現時特區政府已被知會港人
偷渡被截獲事件，警方亦已通知有關人等的家屬，特
區政府包括駐粵辦會全力跟進他們提出的要求，不
過，因這12名偷渡港人在內地司法管轄權範圍違反
內地法律被捕，故須根據內地法律在內地受審。
至於日前一名12歲女童在旺角非法集結現場被警

方制服並被票控違反限聚令，林鄭月娥指，最好是透
過調查處理在執法行動裏發生的事，如有市民不滿可
以投訴，當局亦會全面檢視。
至於執法引致檢控，她說不應該由行政長官評論，因
為基本法規定所有檢控工作是由律政司負責，不受任何
干涉，法庭的審判亦是獨立進行，不受任何干涉。

「批評特首肯定不會違法」
另外，就「快必」譚得志被控多項發表煽動文字

罪，林鄭月娥重申，言論自由在特定情況會受法律限
制，坦言批評行政長官肯定不會違反相關法律上限制
言論自由的情景，「事實放在眼前，每一日打開報
紙、在電子傳媒，在網上更不用說，對於特區政府、
對於行政長官、對於個別官員的批評是恒河沙數，所
以怎能說因為不可以批評政府工作或個別官員而違反
了有關條例？」
她並請傳媒放心，指只要傳媒的報道客觀持平、不

違反香港法律，香港的新聞報道自由是非常堅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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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司法機構昨日
就法官政治立場和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何俊堯
調職安排的查詢回應傳媒時表示，何俊堯的調
動是因應正常運作需要作出，與前述的投訴或
近期的事件無關。有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不能接受這種迴避態度，為保障市
民的權益，須盡快回應市民的質疑。
對於外界質疑何官的政治立場，司法機構指

作評論既不適合，亦不可行，但重申所有法官
均須作出司法誓言，
誓言內容要求法官根據法律履行職責，以無

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
持正義；即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僅應用法
律，而不應考慮如政治等外在因素。
司法機構又提到，基本法第九十二條清楚定

明，香港特區法官應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
才能選用。再者，司法機構的《法官行為指
引》規定，法官應避免參與政治組織或政治活
動，在處理案件時亦不應存有任何實際偏頗或
表現出存有偏頗的觀感。
而司法機構設有機制處理有關法官的投

訴，若證實有法官未有遵守上述事宜，司法

機構將採取適當行動。若對司法決定有異
議，則應按現行機制向法庭提出上訴。
另外，司法機構表示，目前收到很多涉及何

俊堯的相同或類似的投訴，有關投訴現正按既
定機制處理，司法機構現時不會就有關投訴作
出評論。而他的職責，包括協助刑事案件排期
法官處理高等法院刑事案件的排期及程序事
宜，其津貼和酬金將與署任職位相稱。

葛珮帆：不能漠視市民關注
對於司法機構未有正面回應，一直跟進何俊

堯事件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司法
機構也須向市民交代，不能漠視、不在乎市民
的關注，只會令市民對司法機構失去信心。
她表示，已去信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要求司法機構派員出席回應議員的關注，
並希望市民繼續發聲。

陸頌雄：司法機構非獨立王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從其迴避傳

媒的提問，更加令人擔心司法機構就何俊堯被
大量投訴下仍獲暗升的安排是否合理。
陸頌雄續說，預計涉及黑暴案件陸續展開審

訊，有關部門應該盡快澄清，某些法官的政治
立場是否直接影響案件裁決，作為司法機構須
尊重市民的意見，司法機構並非獨立王國。

何俊堯忽調要職 政界質疑促交代

■裁判官何俊堯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重申，香港的政治體制是
以行政主導、以行政長官為核心、向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指出，在行政主導的政治
體制裏，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
機關是各司其職，而司法機關的司法
審判獨立是至為重要。圖為高等法
院。 資料圖片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
示，政府已與11個國家商討落實「旅
遊氣泡」，若疫情持續受控將可恢復
有限度的旅遊出行。運用新科技追蹤
病患、恢復旅遊經貿往來是世界大勢
所趨，本港要實現與國際社會同步控
疫，早日與內地及外國旅遊、經貿恢
復正常，必須下決心做好普及檢測、
盡快落實健康碼機制，尤其要堅決抵
制攬炒派污名化、妖魔化的干擾。

全球因應疫情施加出入境限制，令
市民長期擱置外遊計劃，就連剛性需
求的商務、探親出遊都要暫停。因此
政府宣布與多國商討「旅遊氣泡」，
初步包括日本、泰國、韓國、德國和
馬來西亞等地，對廣大市民和旅遊業
界而言是盼望已久的喜訊。

「旅遊氣泡」能否成事，須以嚴謹
的防疫措施為前提。一方面，「旅遊
氣泡」必須要有出發地和目的地互認
檢測結果，出發前、抵埗後均要檢
測；另一方面，開放過程必須循序漸
進，開放初期有配額限制或只限特定
類別人士，視乎情況再逐步放寬。

邱騰華指出，「旅遊氣泡」和健康
碼雖然沒有必然關係，但若有電子資
訊作參考，無疑與其他國家在交換資
訊上會更方便。因為傳統的病患追蹤
是通過對患者訪問調查，費時失事，
更容易出錯。如果本港有完善的健康

碼系統，用以與其他國家地區的通關
認證，無疑可以提升對跨境人士的有
效追蹤，令一旦出現病例，可以及時
找到密切接觸者。這個基礎一建立，
本港透過「旅遊氣泡」恢復出境旅
遊，公幹的機會就大得多。

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內地、韓國、
以色列、新加坡、奧地利等地都有透
過應用程式追查病患行蹤，目的就是
為了在防疫和恢復自由出行之間尋求
平衡。全球兩大科技巨頭谷歌、蘋果
公司早在今年4月就針對疫情推出「暴
露通知」（Exposure Notifications）」
手機程式，以加快發現新冠病毒傳播
鏈。

但是，攬炒派以政治操作對健康碼
進行污名化攻擊，聲稱健康碼令市民
私隱盡失，藉此誤導、恐嚇市民，阻
礙落實健康碼。對新冠病毒這種高度
傳染性疫情的防控，追蹤病源是極重
要一環，不善用科技提升追蹤效率，
只能令社會長時間處於旅遊限制和社
交控制之下，令市民失去更多人身自
由。防疫已成常態化，市民應抵制攬
炒派的反智干擾，接納內地和外國的
成功經驗，支持政府持續做好普及檢
測控疫，積極應用科技防疫，以便在
有效控疫的前提下，盡快恢復與內地
和海外正常往來，為本港重啟經濟民
生注入動力。

善用科技防疫 實現旅遊復常
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昨日在北京隆重

舉行。中國抗疫取得空前成果、創造舉世矚目奇
跡，充分體現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尊重科學的偉
大抗疫精神，彰顯了舉國同心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
系優越性。這場成功的偉大抗疫阻擊戰，必將進一
步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激勵港人更積
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國家命運與共，攜手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發生的最嚴重傳染
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遭遇的最重大突發公共衞生
事件，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面臨嚴重威脅。中
國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價救治生
命，不遺漏一個感染者，不放棄每一位病患，費用
全部由國家承擔，最大程度提高了治癒率、降低了
病亡率。同時，為了阻止疫情擴散，減少感染和死
亡病例，中國果斷關閉離漢離鄂通道，實施史無前
例的嚴格管控。這個果斷決策，正正顯示出對人民
負責的巨大政治擔當和政治勇氣。正如習主席鏗鏘
有力地總結：「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我們什麼
都可以豁得出來！」

在「全國一盤棋」的制度下，中國舉全國之力實
施規模空前的生命大救援，用十多天時間先後建成
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大規模改建16座方艙醫
院、迅速開闢600多個集中隔離點，全國19個省區
市的最優秀人員、最急需資源、最先進設備千里馳
援湖北和武漢，各地人民積極主動支持、配合抗疫
措施，為集中力量有效控疫樹立典範、積累經驗。
中國成功抗疫再次證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非
凡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能
力，能夠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

事的獨特優勢，彰顯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
系的獨特優越性。

面對前所未知、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中國秉持
科學精神、科學態度，把遵循科學規律貫穿到決策
指揮、病患治療、技術攻關、社會治理的抗疫全過
程。從抗疫初期堅決「封城」而不採取某些國家的
「群體免疫」，到搶建方艙醫院、研發疫苗、開展
大規模核酸檢測，再到大數據追蹤溯源和健康碼識
別、實施分區分級差異化防控，直至有序推進復工
復產，都是建基於嚴謹的科學態度，高度尊重和充
分信任專家的意見，為戰勝疫情提供堅實的科學基
礎和強大的科技支撐。

昨日隆重的表彰活動，鍾南山、張伯禮、張定
宇、陳薇等「抗疫英雄」，在國賓護衛隊護衛下，
乘坐禮賓車到人民大會堂，出席表彰大會，接受習
近平主席親自頒授勛章和獎章。國之英雄，當以國
禮待之。表彰活動正是體現中國對科學精神的尊崇
和弘揚，凸顯中國人民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寶貴
精神品格。

在抗疫過程中，中央政府毫無保留支持、關顧香
港，從保障香港生活用品和醫療物資的供應穩定，
到協助香港開展普及檢測、增建方艙醫院，保障港
人生命健康安全，顯示國家始終是香港的最堅強後
盾；香港市民踴躍捐款贈物支援內地抗疫，港資武
漢醫院主動拿出全部床位接收治療患者協助抗疫。
兩地同胞血濃於水，攜手同心並肩抗疫，彰顯了中
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香港和國家是命運
共同體，面對未來發展機遇和挑戰，香港更應發揮
自己獨特優勢，配合國家發展所需，為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作出貢獻，共創中國輝煌。

中國創造抗疫奇跡 激勵港人融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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