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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重構選委會體現均衡參與
《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首播 與黃玉山陳振彬對談

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來自不同界別

的嘉賓「對談」為主要形式、探討是次

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為主要內容

的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昨日播

出首兩集，林鄭月娥分別訪問了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黃

玉山及九龍社團聯會會長陳振彬，介紹

完善選舉制度對選舉委員會的構建，並

解讀相關安排。林鄭月娥強調，選委會

的重新構建將更具代表性及體現均衡參

與，有助提升整個特區的治理效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在回應立法會議員提問
時承認，香港的國民教育有缺失，特區
政府很有決心加以改善，故首先要由學
校做起，在今年9月推出公民與社會發
展科以代替通識科，其中約三分之一課
程正是學習「今日中國」，而在學習香
港主題時，內容亦跟國家有關，因為香
港是「一國兩制」。同時，香港國安法
亦要求要加強國安教育，這些工作均在
不斷推進中，但教育工作是久久為功，
不可以一時一刻看到成效，她呼籲各界
共同努力。
林鄭月娥昨日在回應議員提問時直

言，香港的國民教育有缺失是不爭事
實，但特區政府很有決心改善，「因為
如果我們爭取到很多政策，又有粵港澳
大灣區、又有金融的互聯互通，但如果
香港的居民，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根
本沒有這種國家的意識，或者是國民身
份認同，亦不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其實再多的政策支持都是白費。」
她續說，中央領導近年都提點香港必

須要做好國民教育，而「十四五」也提
到港澳地區要做好國民教育。特區政府
會全方位提升國民教育，首先是由學校
做起，今年9月推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代替通識科，其中約三分之一課程中，
學生會學習「今日中國」主題，另外的
主題則是學習「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亦跟國家關係密切，故在學校層面，國
民教育一定會加強。

教局推「國事小專家」問答遊戲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質詢時

則指，局方會以「多重進路、互相配合」的方式
支援學校國民教育以及國安教育，而為進一步營
造相關學習氛圍，上月更向全港中小學贈送《我
的家在中國》叢書，作為推廣中史和中華文化教
育的輔助材料，獲教育界普遍歡迎。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最近還推出了一套「國事小

專家」互動問答遊戲，讓同學可以輕鬆有趣地研
習國家的歷史和發展、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
等知識，網址： www.edb.gov.hk/tc/curricu-
lum-development/4-key-tasks/moral-civic/
l_and_t/basic_law_education/expert_game.ht-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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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支聯會」每
年6月4日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更持續以
所謂「結束一黨專政」作為集會的口號。今年，該
組織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次申請繼續舉辦晚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梁愛詩昨日表示，「結
束一黨專政」口號有否違反香港國安法，需視乎對
方是否只叫一個口號，如果言論與其他行為結合，
就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
梁愛詩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表示，有關口號是否

違反香港國安法，需要視乎對方的言論與其他行為
結合。香港國安法規限了四類行為，如果不涉及有
關行為，就會沿用現行的法例處理。

「言論如違憲法都不應做」
她直言，有關組織應該避免違反憲法的言行，

「憲法有規定我們的國家制度是共和國，以及是共
產黨領導的，這（共產黨）是執政黨。當然我們對
其應該有尊重，所以任何言論如果違反憲法，我覺

得都不應該做。」
「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被警方要求提
供成立以來的收入來源等具體資料，被問及這是否
反映國安法的實施「收緊結社自由」，梁愛詩強
調，言論和集會結社自由並非絕對，在民主社會，
為保障公共秩序、國家安全等時，限制一些自由亦
屬合理。
被問及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早前被中聯辦發

言人批評為反華政客，梁愛詩表示，不評論大律
師公會及夏博義的言行是否違法，不過，相信若
涉及違法行為，特區政府會採取行動，外界不應
揣測。

梁愛詩：口號如結合行為或違國安法

4�4�

������
為增加市民對完善選舉制度的了解，林鄭月娥會

主持共有40集的《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
與來自不同界別的嘉賓對談，並於昨日開始每日下
午6時半在港台電視31台播放，每天播放兩集，每
集約12分鐘，將播放至下月17日。該節目會放在特
區政府的專題網頁供市民重溫。

指法律界選委應具分量
林鄭月娥在昨日首集節目中表示，完善選舉制度重

新構建了選舉委員會的功能，令原本只負責提名及選
舉行政長官的選委會，獲賦予負責選舉40名立法會
議員及提名全體立法會候選人，而選委會的規模亦從
1,200人、分4大界別，增至1,500人、分5大界別。
選委會組成有3個途徑，大部分人將經界別選舉產
生，以及由提名產生，並設有360名當然委員。
就30席法律界選委將設6席當然委員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出任，林鄭月娥表
示，法律界選委應具有分量、能詮釋中央及特區的
憲制秩序關係的人。
黃玉山指出，基本法委員會共有12名委員，包括

內地委員及香港委員各6人，而基本法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百五十九條均明
確訂明了基本法委員會的功能及任務，比如有立法
會通過的法案出現不符合中央和特區的關係時，法
案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後，就需要通過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發回，在香港整個法律憲制內有重要角
色。

完善選制助施政更貼民意
新增的60席基層社團界選委將在來自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九龍社團聯會及新界社團聯會，及上述團
體的聯合會或聯會的團體成員及有權在該聯合會或
聯會的大會上表決的人士中選舉產生。
林鄭月娥表示，一般基層要到選委會以及可以選
特首都有距離存在，因此要增設基層代表進入選委
會。
陳振彬介紹，九龍社團聯會有300多個屬會，會
員超過30萬，參與服務社區的活躍會員眾多，以扶
老攜幼為理念，不少屬會更歷史悠久，從事不同的
社會服務，而成員加入須經過理事會批准及審核。
他續說，聯會以發揮鄰里互助精神為理念，比如

九龍社團聯會早前與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新界社團
聯會等成立了抗疫連線，在全港452個分區統籌派
發了超過5,000萬個口罩，並協助各區大廈進行大堂
清潔。
陳振彬認為，完善選舉制度增強了選委會的廣泛

代表性，有助特區政府日後的施政更能貼近民意。
至於就選委會將產生40席立法會議員，他鼓勵有志
於服務社區的人參與選舉進入議會，有助香港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

●《選委界別分
組面面觀》昨日播出首兩
集，林鄭月娥分別與黃玉
山（左）及陳振彬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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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估署昨公布本港樓價指數連升3個
月近歷史高位，私樓租金止跌回升，公
屋商場大業主領展向屋邨西醫診所提出
要加租三成。一面是環球放水下，股樓
資產價格虛高，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動
通脹加劇，一面是疫情持續、百業凋
敝，這種背離情況令中小商戶、基層打
工仔承受的經營、生活壓力越來越大。
對此政府不能坐視不理，而要有切實支
援措施，精準扶持、精準紓困，同時大
企業要盡社會責任，幫基層渡過難關。

差估署最新樓價指數按月再升0.8%至
388.3點，已連升3個月，較2019年5月
時的歷史高位只差2.2%，私樓租金在連
跌 3 個月後也回升，按月升 0.63%。本
港樓市從2008年至今已飆漲2.7倍，在
全球央行競相「放水」、低息持續下，
本港樓價及租金上漲勢頭持續，市場普
遍預計今年本港樓價將再升一成。中原
地產預計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於6月
份有望突破歷史高位至190點，年尾更
有機會突破200點，利嘉閣預計樓價今
年 5 月、6 月將再現歷史新高。住宅租
售價回升下，本港商舖租金預計亦會隨
後上升，近日公屋商舖大業主領展已向
旗下200多家西醫診所要求加租，最高
加租三成。

在本港樓價租金齊漲的同時，全球大
宗商品價格上漲勢頭持續，高盛預計，
大 宗 商 品 在 未 來 6 個 月 內 將 再 漲

13.5%，美國原油價格將漲至每桶77美
元，金價將漲至每盎司 2,000 美元。大
宗商品漲價，勢必傳導至消費領域，導
致消費物價上漲。

通脹加劇，但疫情下經濟增長乏力，
滯脹的趨勢日見明顯。疫情下本港零售
餐飲行業生意銳減、旅遊酒店業入不敷
支、航空業更被迫停飛及裁員，本港去
年經濟收縮6.1%，降幅創下紀錄，失業
率達到 6.8%的高位、近 26 萬人失業。
特區政府預計今年經濟增長 3.5%至
5.5%，但據外資銀行估計，本港零售銷
售金額只回升到過去水平的73%，餐飲
業 恢 復 至 60% 左 右 ， 住 宿 行 業 只 有
32%。尤其是中小商戶，面對原材料漲
價、舖租漲價，經營壓力巨大，處境艱
難。

面對疫情衝擊，特區政府已推出多項
措施予以支援，如財政預算案提出
1,200億元逆周期措施，包括撥出360億
元發放電子消費券等，政府因嚴重財赤
未能設立短期失業援助金，但提供了失
業借貸計劃並已接受申請等。目前資產
價格與疫情下經濟增長背離的問題愈趨
嚴重，中小商戶、基層打工仔備受煎
熬，對此政府不能按部就班、坐視不
理，而應採取更精準的支援紓困措施，
為他們提供切實幫助，本港大企業更應
發揮社會責任擔當，減低中小商戶的經
營壓力，共度時艱。

政府要精準支援中小企和打工仔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接受質詢時

表示，有與澳門和內地探討接種新冠疫苗後的免
檢疫通關安排，但本港疫苗接種率仍不理想，暫
未有進展可以交代。本港第四波疫情持續緩和，
政府的抗疫工作漸顯成效而且進入穩定期，商討
粵港澳通關安排的條件基本成熟。三地政府是時
候保持常態化的溝通，訂定一個三方認可的通關
標準，從而讓特區政府的控疫工作有明確方向，
市民也能有明確的目標去努力配合各項防疫措
施，更可促使市民接種疫苗，一起為鞏固控疫成
果、加快社會經濟復常而努力。

本港昨日新增7宗確診個案，當中6宗輸入，
1宗本地有關聯個案，是連續4天無源頭不明個
案，衞生署也已經連續5天不設疫情記者會。面
對疫情平穩放緩，林鄭月娥就在立法會上被問及
通關事宜，這也是市民大眾所熱切期待的。香港
經濟要復甦，非常重要的一環是有序恢復跨境人
員往來。本港與內地雙向的檢疫安排已經持續了
一年多，為兩地經濟和人員往來帶來極大不便，
本港日前宣布計劃在下個月推出「來港易」計
劃，為南下單向免檢疫通關帶來了曙光。

其實早在去年年中，特區政府就透露與內地
商定了透過健康碼互認免檢疫通關的安排，但後
來本港出現第三波及第四波疫情，通關安排一直
拖延。如今第四波疫情基本受控，粵港澳三地政
府是時候商討一個共同認可的通關標準。按照兩
地專家過往一貫說法，要連續 14 天本地零確
診，才能被界定為低風險地區；而隨着檢測能力
的提升、疫苗接種的不斷推進，以及政府防控策
略和手段的成熟，相關標準能否做動態安排，各

方有不同看法；早前更有官員表示，當本港新增
個案數目接近低單位數，恢復通關就指日可待，
並不用等到「零確診」。但畢竟通關牽涉三地控
疫的成敗，三地政府通過協商訂立一個三方都可
以接受的通關標準，是有現實必要性和迫切性
的。這個標準對三地尤其是本港政府、各界和民
眾而言，都有重大意義。

首先，通關標準可以為特區政府下一步的疫情防
控策略提供明確的方向和目標，政府部門可以有目
標地適切調整各項防疫措施，以達至通關標準的要
求；其次，通關標準可以讓市民更有動力配合各項
防疫政策；再次，無論通關標準為何，相信初期必
然以完成接種疫苗者為優先對象，因此訂立明確的
通關標準可以提升市民的接種熱情。

另一方面，林鄭月娥分享早前出席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專題會議的情況時透露，中央稍
後會有關於大灣區下階段發展的政策公布。而特
區政府推動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也獲得熱
烈迴響，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有志北上大展拳
腳。面對大灣區建設的迫切需要，無論是三地的
產業合作、旅遊發展還是人員交流，有序通關都
是一項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關係到粵港澳大灣
區融合發展的有效推進。

有序恢復通關是當前香港社會最迫切的呼聲，
為此，特區政府必須持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尤
其是嚴防外來變種病毒流入社區，各行各業和市
民大眾則必須負起社會責任，積極配合政府的防
疫政策，盡量、盡快接種疫苗。只有全社會都群
策群力、同心抗疫，才是政府爭取早日通關的最
大底氣，才能確保各項經濟民生活動盡快復常。

粵港澳訂定通關標準 明方向促接種拚復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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