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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早

前正式刊憲生效，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日前接受鳳凰

衛視訪問時表示，預期未來

會有更多有志之士參政，而

特區政府將面對更理性的質

詢，需要更認真回應。他

說，回歸後中央給予香港很

多額外的高度自治權，令有

些人開始有歪心歪理，以為

可以「去中央化」。他並強

調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是重回正軌、撥亂反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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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新選制料吸更多有志者參政
強調完善選制撥亂反正 新一屆政府需更認真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爆眼
女」早前被揭發雙眼無明顯傷痕，更已於
去年9月離前赴台灣。有團體昨日自發
到律政中心門外請願，質疑身為「爆眼
女」代表律師的香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
義或有所隱瞞，有違香法治精神，要求
律政司依法調查夏博義。
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發言人鄧家彪昨

日指出，夏博義原為英國自由民主黨成
員，他於香大律師公會主席選舉前不久
才辭任英國牛津市議員一職，涉嫌隱瞞自
己與英國政黨聯繫、欺詐公會會員，更有
可能涉及危害國家安全。
他續說，前年在修例風波中受傷的「爆

眼女」早前被揭發並無爆眼，更已離赴
台，不過，法援署竟批出法援請夏博義作
為其代表律師打官司，令人不禁質疑夏博
義對「爆眼女」的潛逃是否知情。如「爆
眼女」涉及在申請法援期間離超過6個
月的情況屬實，必然背離審批條件，有違
法治精神。
鄧家彪批評，夏博義有把自己一方當

事人利益凌駕法律之上的嫌疑，而大律
師公會主席的位置對香的法治發展極
其重要，更關乎大律師公會的公信力問
題。因此，他們強烈要求律政司依法調
查夏博義的所作所為，並正視及改革大
律師監管制度。

疑夏博義危害國安
工聯促律政司徹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獲香藝術
發展局資助的製片機構「影意志」，早前於所
謂「香獨立電影節」期間播放以黑暴為背
景、涉嫌鼓吹「獨」的電影《理大圍城》，
引起外界關注藝發局審批資助的準則。民政事
務局昨日回覆立法會議員的書面質詢時表示，
「影意志」屬2020/21年度獲藝發局批出年度
資助的藝團之一，不過，藝發局從未資助其製
作《理大圍城》，並強調如獲資助藝團在任何
方面違反合約內容，包括在現行法例下被確定
為鼓吹「獨」、推翻政府，藝發局可以行使暫
緩、調整及停止該獲資助藝團於該資助年度的
資助撥款的權力。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在昨日大會上提出
質詢，不點名指「影意志」過去3年獲藝發局
資助共278萬元，而有評論質疑該公司製作的
電影《理大圍城》鼓吹仇恨、暴力和反政府意
識，故要求政府交代有何新措施促使藝發局更
嚴格審批資助申請，以免出現以公帑資助藝術
團體製作宣揚仇恨和暴力或違反香國安法的
作品的情況。

徐英偉：從未資助拍《理大圍城》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於書面回覆中表示，
「影意志」於過去5個財政年度，即2016/17
年度至2020/21年度期間，獲藝發局批出資助
共429.25萬元，但從未資助「影意志」製作
《理大圍城》。
他強調，藝發局會不時發信提醒獲資助的藝
團，必須遵守香法例及其他合約條款。如獲
資助藝團違反合約，包括在現行法例下被確定
為鼓吹「獨」、推翻政府，藝發局將暫緩、
整調及停止該藝團獲批的撥款。藝發局並會審
視其將與獲資助者簽署的合約，使內容切合最
新法例要求，並會為獲資助者舉辦講座，提供
香國安法及其他最新法例的相關資訊。

「黃藝團」若播煽「獨」片 藝發局可撤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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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於訪問中指出，社會過去
多聚焦立法會內的爭拗，令有

意參政的人卻步，並透露自完善選
舉制度後，有包括「泛民」在內的
人等向他表達參選立法會的意願，
讓他相信將來會有更多有志之士願
意參政，而特區政府屆時會面對新
的制衡。
他認為，將來90名立法會議員，

不是通過拉布或肢體碰撞，而是理
性地與特區政府講道理，並會提出
很多質詢及主張，而特區政府屆時
要回應，讓市民知道政府官員能夠
充分解釋決策。
梁振英認為，在完善選舉制度

下，選舉委員會負責選出行政長官
和40名立法會議員，相信他們部分
理念會相似，可以互相配合。

他認為，明年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
後，不能低估香面對的挑戰，絕
不能以為國家為香訂立香國安
法、完善選舉制度後，香就能風
調雨順。他並強調有很多政治、社
會問題仍然未解決，認為「我們需要
問清楚，我們需要什麼領導人」。
梁振英表示，2019年修例風波期

間，一班包括立法會議員的人走到
美國，乞求對方向國家和香實施
所謂的「制裁」，是聳人聽聞的叛
國行為，並重申完善選舉制度可以
確保香的管治者，能夠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盼速放寬兩地人員往來
談到香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時，梁振英指出，內地是香最大

的經濟發展夥伴，不過，過去兩年
受到黑暴及疫情影響，使兩地往來
隔斷，對香造成很大困擾，他認
為人應盡快接種疫苗，並應稍為
放寬兩地關鍵人員的往來。
他預計，疫情不能在短期內全面

清零，在低位後仍會有反覆，需要
平衡防疫抗疫工作，以及生活生產
所需要的流動。
梁振英並表示，在「十四五」規

劃下，香除了發展金融，還有很
多機遇，包括離岸貿易、創科產業
等，呼籲人要認清自己的發展方
向。他指，現時最大問題是人不
知道內地的機遇，認為有需要和內
地做更多調查研究，加強宣傳，然
後進行對接，將機遇變成現實，否
則香又會錯失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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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分子兩年前借
修例風波搞到社會立
立亂，雖然香國安
法實施後，大部分黑
暴已經受到法律制

裁，但總有一小部分（黑暴）依然死心
不息，定時定候又再鼓吹「手足」上
街，妄想可以重現當時嘅亂象。唔單只
有人喺連登鼓吹，「獨」組織「賢學
思政」噚日都大肆煽動市民，本周六去
旺角「再聚」。
「獨」組織「賢學思政」噚日喺社

交平台 facebook 發文，聲言「身土不
二，烽煙再起」，6月12日會喺旺角擺
街站，但就宣稱唔會公布詳細地點。佢
哋宣稱：「大家可以周圍搵我哋……幾
時嚟都得……」仲揚言希望大家去旺角
呢個「充滿血汗和『勇氣』的地方『如
水再聚』」。
「驚×咩？」日前都喺連登開post，聲

稱會喺6月12號夜晚7點鐘，喺銅鑼灣街
頭舉行所謂嘅「6．12 香人 如水再
聚」活動。佢就煽動一班「手足」話：
「當全球在6月12日『聲援』香嘅同
時，我地（哋）就正正企係（喺）呢一
片土地上，點解都唔行出尼（嚟），證
明比（畀）全世界睇，香人仍然堅持
緊。」唔單只不斷鼓吹人上街，佢仲聲
言：「當大家係（喺）同一個街頭，大
家自然會知道要做咩。」
不過，「手足」嘅反應就麻麻，唔少
人都覺得佢哋想叫人出去送頭、俾警察

拉。「小林尊絲」就爆晒粗口咁講：
「嘥×氣啦，又搵人出黎（嚟）送
頭？」「好鍾意返工」就批評：「又玩
情緒勒索。」
「掀起你的蓋頭來」就勸佢話：「唔

好搞啦，陣間又塞車，星期六約咗人食
飯……你地（哋）除咗影響他人正常生
活就冇其他作為。」
其實過去兩年，久唔久就有啲黑暴分

子會喺網上鼓吹人上街集結，但實質就
「叫人衝自己鬆」，搞到班「手足」都

已經唔再相信，反問返：「Be water
（如水）意思係咪水人？」

警擬逾千警力應對
有傳媒昨晚引述消息透露，因應網上

有人號召於本周六發起非法集結，警方
經初步評估後，已擬定部署過千警力應
對，但實際警力會視乎情況作出調整，
各總區應變大隊將有部分人員要隨時候
命，防止有人乘機搞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多所
大學近日相繼推出措施，要求新學
年住宿生以至全體師生接種新冠疫
苗，以保障校內師生安全，惟少數
學生團體卻趁機搞事。嶺南大學學
生會代表會臨時行政委員會（臨委
會），上周在其注射疫苗問卷調查
中，刻意多次使用所謂「武漢肺
炎」這一污名化的標籤，嶺大校方
及後要求該會更正，但被拒絕。
前晚，嶺大向全體學生發電郵
指，批評有關稱謂冒犯了部分大學
成員，決定終止學生會使用群發電
郵的功能，並不排除進一步行動，
以保障校譽。

校方：用詞不當含冒犯
嶺大校方在電郵中表示，就學生

會臨委會於疫苗問卷調查的電郵中
使用所謂「武漢肺炎」一詞接獲學
生投訴。校方認為該詞不恰當且
「冒犯了部分大學成員」，對此深
表遺憾。

校方在電郵亦提到，近年學生會
代表會、幹事會和編輯委員會變得
高度政治化，而學生會臨委會和臨
時編輯委員會成員最近的文稿，部
分內容和論調令人不能接受和反
感，為學校社群帶來聲譽上和法律
上的風險。就此，校方決定由即時
起終止學生會於大學電郵系統群發
電郵的功能，更不排除採取進一步
行動。
嶺大學生會臨委會昨日發聲明

稱，校方曾要求該會更正「武漢肺
炎」稱謂但被拒絕後，校方才採取
行動。
聲明又稱，該會使用「武漢肺

炎」一詞「沒有冒犯或污名其他地方
民眾的意圖」，更撒賴稱包括《蘋果
日報》等攬炒派媒體均有使用該字
眼，是「大眾所接受」云云。
但事實上，《蘋果》在4月已發

出內部通知，提醒編採人員不要使
用有關字眼，臨委會聲明內容明顯
與事實不符。

●梁振英（右）接受鳳凰衛視專訪。 鳳凰衛視供圖

●有網民近日喺連登討論區上，鼓動市民於本周六(12日)到銅鑼灣「如水再聚」，公
然煽暴。 「連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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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多名攬炒派區議員於數天前派發
蠟燭企圖煽動市民參與涉嫌非法
活動。民政事務總署職員巡查有
關區議員辦事處，並發出警告
信，指舉辦相關活動與區議會工
作無關，活動可能觸犯香法
例，議員可能會因此不獲發還薪
津。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
出席立法會會議後被問及當局有
否跟進行動時表示，如有事項跟
進，局方會依法處理。
據媒體早前報道，有多名攬炒
區議員利用其身份以至辦事處進
行與區議會無關的活動，可能涉
嫌觸犯香法例，包括宣傳、鼓

勵及協助公眾參與未經批准的公
眾集會。據報，最少有30名攬炒
派區議員受到警告，其實報實銷
的開支或不獲發還。
就有關事件，徐英偉昨日出席立

法會後表示，信中已清楚指出，所
有區議員所做的工作及使用的金
錢，都必須遵守相關條例要求，一
旦當局決定採取跟進行動，將依法
進行。
另外，《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

職）（雜項修訂）條例》已於上月21
日刊憲生效，引入區議員須宣誓
等規定。被問區議員宣誓時間表
時，徐英偉表示，相關安排會盡
快公布。

區員涉派蠟燭煽「獨」
民政局：會依法處理

●工聯會社
會事務委員
會成員昨日
前往律政中
心 門 外 請
願，要求律
政司正視及
改革大律師
監管制度，
依法調查夏
博義。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 徐 英 偉
（左）昨日出
席立法會會
議，回應議
員質詢。

中通社

●嶺大日前向全體學生發電郵批評，該校學生會臨委會於疫苗問卷調查刻意
使用所謂「武漢肺炎」的字眼，認為該詞不恰當。圖為嶺大校園。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