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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西貢區民建聯、
新民黨、工聯會一眾社區幹事昨日
聯合到將軍澳警署報案，舉報西貢
區議員謝正楓、陸平才、柯耀林、
鍾錦麟、范國威、張偉超、陳耀
初、鄭仲文、梁里於去年7月借出
其議員辦事處作攬炒派違法「35+
初選」的投票站。
原西貢區議員、民建聯社區主任
莊元苳表示，攬炒派違法「35+初
選」本質上屬於顛覆國家政權行
為，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而這些
西貢區議員借出其辦事處作投票
站，甚至協助開展街站宣傳，是在
協助犯罪行為，涉嫌作為顛覆國家
政權的幫兇，有關部門應依法追究
責任。

理應依國安法作出檢控

新民黨社區主任陳志豪強調，既
然組織及參與攬炒派初選者已被控
告觸犯國安法，看不到為何當日借
出議員辦事處作初選投票站的人可
以置身事外。這些人同樣屬於參與
顛覆國家政權，作用突出，理應依

國安法作出檢控，並撤銷他們的區
議員資格。
陳志豪期望警方嚴正執法，特區

政府能夠守住香港國安法的紅線，
不能讓鼓吹攬炒及參與顛覆國家政
權的人繼續出任區議員。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社區事務委員
會昨日亦到警察總部請願並遞信，
要求國安處深入調查東區攬炒派區
議員涉嫌違法違例的行為，並追究
其法律責任，不容不真誠宣誓的攬
炒派區議員蒙混過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公職人員宣誓條例昨日刊憲生
效，區議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中西區區議員、
自由黨楊哲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預計落實宣誓安排後會
有一批區議員辭職或被取消資格，希望特區政府盡快交代補選安
排。
楊哲安表示，區議會過去出現議員聲言要調查警方、侮辱官員的

情況，相信引入宣誓要求後可以令區議會重回正軌，挽回聲譽，並
強調無論有什麼政治立場，當選的區議員都有責任服務所有市民。
他透露，近月中西區議會經常出現4張空櫈，據他所知，至少有

兩名區議員辭職，一人逃離香港，此舉已影響到地區意見的反映。
楊哲安以自己服務的麥當勞道為例，由於單數門牌號屬中環分區

區議員的服務範圍，惟對方在較早前已宣布離開香港。雖然他會繼
續為該區的居民派發防疫物資、諮詢交通問題，但整個分區很大，
他只能在邊界幫忙，故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重組區域劃分。

「新同盟」9區員均稱會全部宣誓
「新民主同盟」輪任召集人任啟邦在同一節目上稱，「新民主同

盟」的9名區議員全部會參與宣誓，並稱未來會改變工作方針，集
中處理民生事務，服務地區。

中西區會常現4空櫈 楊哲安踢爆有人走佬西貢建制團體舉報攬炒區員借議辦作「初選」票站

●西貢建制派團體舉報區議員借出議辦作「初選」票站。
大文全媒體供圖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社區事務委員會要求嚴肅
跟進攬炒派區議員涉嫌違法違例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
員事務局昨日發通告，對部分非公務員
政府僱員提出須簽署擁護基本法、效忠
中國香港特區聲明的要求。多名立法會
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有關安排合情合理，並呼籲盡快要求公
營機構僱員宣誓或簽署聲明。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林健鋒表示，強化政府僱員應恪守的
核心價值，有利香港長遠繁榮穩定，
公職人員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
特區是理所當然，有助確保特區政府
得以有效管治。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要求公職人員
宣誓，建議政府下一步釐清公職人員
定義及範圍，要求公營機構或由政府
賦權的監管機構人員宣誓或簽署聲
明，以回應社會對於公職人員的合理

期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有
關安排合情合理，並希望特區政府盡快
將相關要求延展至其他政府資助機構等
公職人員。在修例風波期間，有部分公
職人員打着「言論自由」等藉口，肆無
忌憚地攻擊特區政府、違背職責、牴觸
基本法，甚至參與黑暴，這種食碗面、
反碗底行為絕對不能接受。

特區建制一環 宣誓效忠合情合理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公
營機構員工領取公帑服務市民，是特
區建制的一環，要求他們宣誓效忠合
情合理。若有人心存異心，一方面收
取公帑，另一方面肆意抹黑、攻擊特
區政府，凡事搞對抗，就應當「請」
這班人離開公職崗位，另尋出路。

準受聘人須接受聘任時簽署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昨日表示，僱傭合約在2020

年7月1日或之後生效的非公務員政府僱員，須簽
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和對
香港特區政府負責。「他們須在部門發出有關信函
的3星期內簽妥及交回聲明。準非公務員受聘人須
在接受聘任時同時簽署聲明。」
發言人強調，要求非公務員政府僱員簽署聲明，

是對非公務員政府僱員須背負的責任和期望的公開
確認和真切體現，有助進一步維護和推廣所有政府
僱員應恪守的核心價值，並確保香港特區政府能有
效管治。這項要求符合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
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居

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
者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同時，基本法亦訂明，盡忠職守和對香港特區政

府負責，是公務人員的一貫責任。與其他公務員同
事一樣，獲香港特區政府按非公務員聘用條款聘用
的僱員屬公務人員，須明確知悉並接納這些責任。

發言人說：「如有非公務員政府僱員不理會或拒
絕簽妥和交回聲明，反映該僱員拒絕遵守香港國安
法第六條的規定，並拒絕確認、接納和履行基本法
訂明的公務人員責任，對恪守政府僱員核心價值缺
乏承擔。局方會根據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展開行
動，考慮按照僱傭合約的相關條款終止聘用該非公
務員政府僱員，過程中有關僱員會有機會作出解
釋。」
發言人強調，如非公務員政府僱員有不當並違反

聲明的行為，一如處理其他不當行為，當局會視乎
個別個案實際情況，按有關僱員的僱傭合約就有關
的不當行為採取相應的紀律行動。「在根據相關僱
傭合約考慮作出懲處時，當局除了考量行為的情
節、性質、嚴重程度等，該僱員曾作出聲明、對其
公職身份所帶來的期望和責任已有所認知，但仍然
作出這些行為這一點，也會在當局考慮之列。」
公務員事務局已先後在2020年10月及2021年1

月引入安排，要求新聘公務員及現職公務員宣誓或
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盡忠職守和
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至於受聘或獲任命擔任較高
級職位的公務員，並須宣誓。

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向各政策局及部門

發出通告，要求在去年7月1日或之後

按非公務員聘用條款聘用的政府僱員簽

署聲明，並要求相關僱員在部門發出有

關信函的3星期內簽妥及交回聲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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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聲明，如有非公務員政府僱員不理

會或拒絕簽妥和交回聲明，政府會考慮

終止聘用。同時，如非公務員政府僱員

有不當並違反聲明的行為，局方會視

乎個別個案實際情況採取相應的紀律

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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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中文大學要求入住宿舍的學生接種新
冠疫苗後，香港科技大學更進一步要求學
生、職員及在校承辦商在新學期前接種新冠
疫苗，香港大學則要求入住宿舍的學生接
種，否則須定期檢測。大學要求接種的決
定，是對學生和教職員健康負責，值得支
持，更值得其他公營機構效仿。提高疫苗接
種率是全社會的事，政府、公營機構和商界
需群策群力，讓能接種者盡量接種，共同提
高本港的接種率，早日實現群體免疫。

本港疫情表面受控，但外防輸入和內防
反彈的壓力仍大，全社會廣泛接種疫苗才
能從根本有效控疫。大學校園人員密集，
學生宿舍有茶水間、浴室和洗衣房等公用
設施，學生染疫、傳疫的風險高，大學要
求學生、教職員接種疫苗有必要性和迫切
性。

有人或者認為，大學崇尚自由，要求接
種疫苗的決定不符合大學的風氣。這種想
法忽視了公眾衞生的重要性和凌駕性。學
校並非私人居所，個人防護工作是否做得
到位，都影響到其他人的健康。如果大學
出現確診個案，甚至令全校被迫停課，學
校正常教學進度受影響。個人的選擇權，
又怎能凌駕所有人健康安全之上。

疫苗接種率對大學、中學恢復正常教學
活動十分重要。除了大學，政府亦正研究
進一步降低接種新冠疫苗的年齡門檻，屆
時可派外展隊到學校為學生打針。疫苗科
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認為，如果學校接種
率有至少七成，就可考慮全面復課，甚至

不戴口罩。這是值得全體師生一起去奮
鬥的目標。

在國際上，要求師生接種疫苗是普遍
現象。以有六成成年人已經接種至少一
劑疫苗的美國為例，為保障線下課程的
安全進行，哈佛、耶魯、斯坦福等多所
美國院校都要求參加面授課程的學生接
種疫苗。耶魯校長更明確表示，接種疫
苗是預防病毒傳播的最有力工具。

近日台灣疫情惡化，台北市市長柯文
哲明確要求市內醫院的全部工作人員都
要打疫苗，「今天開始由不得你了」，
直言醫護不打疫苗就好像戰士不戴鋼盔
上前線。接種事關防疫和公眾健康是一
項社會共同責任，並非以個人權利就可
隨意拒絕，身體健康、適合接種人士，
為己為人，應主動積極接種。

目前為止，本港已接種第一劑疫苗的
人只佔全港人口的16.2%，距離群體免疫
的七成接種率甚遠，也阻礙本港與內地
恢復通關，不利本港經濟民生全面復
常。政府需要積極研究擴大接種範圍，
各公營機構和商界也要積極提供助力，
為防疫多出一分力。有商界議員表示，
正與工商界商討，推動工商界向接種疫
苗的市民提供優惠計劃，包括免費機
票、酒店住宿、自助餐和主題樂園入場
券等，初步反應正面，並認為政府可以
透過電子消費券加碼和持續進修基金加
碼等方式作鼓勵。期待相關措施盡快落
實，增加市民接種誘因、提升接種率。

群策群力推接種 爭取「能接盡接」
公職人員宣誓的條例昨日生效，並率先DQ

了兩名攬炒派區議員。要求區議員等公職人員
宣誓，是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重大舉
措，有利區議會遠離政爭、重回正軌，專注服
務市民。政府和市民對宣誓後的區議員應觀其
言、察其行，若有人陽奉陰違，繼續利用區議
會平台反中亂港、縱暴煽「獨」，一定要堅決
果斷追究其法律責任、讓其受到法治嚴懲，持
續鞏固本港由亂及治的局面。

在任何國家和地區，公職人員宣誓擁護憲
法、效忠國家都是天經地義的。在「一國兩
制」下的香港特區，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區，是對公職人員的法定要求
和條件，也是參選或出任該公職人士的根本義
務和責任。宣誓條例為公職人員的宣誓首次訂
立非常明確的法定標準，為維護「愛國者治
港」原則踏出重要一步。

過去因為宣誓效忠的制度存在漏洞，導致反
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尤其是2019年的區議會
選舉，令大批攬炒政棍魚目混珠進入區議會，
不斷用議會資源煽動黑暴、鼓吹「港獨」，更
公然反對香港國安法，組織、參與企圖顛覆特
區政權的所謂「初選」，給區議會和香港更多
亂象。如今通過修訂宣誓條例，並迅速落實到
區議員等相關公職人員，是正本清源、撥亂反
正的關鍵之舉。

宣誓在即，最少有 30 多名攬炒派政棍「跳
船」，企圖逃避違反誓言後的刑責。攬炒派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行徑，更讓全港巿民看
清他們反中亂港、激化矛盾來謀取政經私利的
本質。

事實上，攬炒派政棍辭職令區議會的議事
環境得到實質性改善，日後區議員須竭盡所
能服務市民、建設社區，不能再濫用公權力
和公帑騎劫議會作政治騷，這對社區和整個
香港而言不是損失而是得益，是實現良政善
治的一項重要制度保障，實在是眾望所歸。
一項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4％市民贊成
區議員必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
區。

特首林鄭月娥指出：「要全面準確落實『一
國兩制』，我們必須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條例》完善了基本法規定的宣誓安排和有效
處理公職人員宣誓就職後因從事違反誓言的行
為而須承擔的法律後果，有助『一國兩制』貫
徹實施。」

落實宣誓制度，繼續鞏固加強愛國者治港原
則。值得注意的是，有反對派區議員決定宣
誓，「繼續服務市民」，當中包括曾在「初
選」中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票站的攬炒派政棍。
反對派區議員改弦易轍，真誠擁護基本法、效
忠香港特區，尊重國家憲制秩序，與攬炒黑暴
切割，廣大市民當然歡迎；但若宣誓是為了蒙
混過關，甚至繼續利用區議會平台進行或明或
暗「抗爭」，對此，政府責無旁貸把好宣誓
關，切不可讓口是心非者混入體制內；對於曾
經組織、參與「初選」，很大可能觸犯香港國
安法的攬炒政棍，企圖透過宣誓進入區議會，
市民有責任積極檢舉揭發，政府更須毫不猶豫
地展開法律程序，取消其議員資格、追討其不
該拿的津貼，確保區議會無「漏網之魚」「害
群之馬」。

宣誓正本清源 更須察言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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