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支聯會」所謂「結
束一黨專政」的綱領及叫喊有關口號是否違法的問題，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回應傳媒
提問表示，該問題難以直接回答「是」或「否」，須視
乎某一口號表達的含意，在什麼情況下說、有無引申到
可能會違反現行法律內的一些條文等等，但同時引用國
家憲法第一條已表明了國家的根本制度，而香港直轄於
中央政府，並不存在可以做違反憲法的事情。
在要考慮有關口號提出的背景情況和引申情況的同

時，林鄭月娥表示，口號是否違法還要看執法機關搜
證，再交由律政司依據法律條文研究是否提出起訴，若
起訴當然是由法庭作決定。她認為一件如此複雜的事，
難以由行政長官直接回答「是」或「否」。

香港不容違憲違法之事
林鄭月娥強調，過去兩三年，香港發生了很多事，去

年6月30日訂定實施的國安法對香港帶來很大影響，亦
保障了「一國兩制」的實施，「我們不能視如此重要的
國家安全法在香港是沒有產生任何變化，它當然會產生
一定的變化，亦要求特區各個機關，包括行政、立法、
司法機關，以及各個團體，包括傳媒、社會團體、學
校、大學，都要履行國家安全法。這是環境的改變，這

必須要澄清。」
就香港特區與中央的關係，特別在國家安全的議題方

面，林鄭月娥重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一部分，有責任履行基本法和憲法內適用於香港的部
分。她並引用國家憲法的第一條「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
主義制度」，表示香港直轄於中央政府，並不存在可以
做違反憲法的事情。

國安法更明確界定標準
她並強調，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說明維護國家主權、統

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
義務。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亦列明，任何人組織、策
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使用非法手段顛覆中央政權和特
區政權，均屬犯罪。這些相關法律將會成為特區政府日
後就某些行為、活動、口號是否違法作出看法的基礎。
本月底就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國安法規定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須每年就國家安全履行職責的情況向中央
提交年度報告。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國安法條文規定國
安委所有事項都不會公開，因此她向中央提交的工作報
告亦不會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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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感謝特派員公署一直支持
特區政府，特別是當特區政府受

到別有用心的外國政府和政客無理抨
擊時，特派員公署都堅定地澄清，反
駁誤導性言論。
她表示，受疫情影響，過去一年曾有
特區居民滯留在外，她感謝特派員公署
和國家在各地的領事館做了大量工作，
為特區居民提供支援。她指特區政府重
視拓展對外事務，隨着特區政府日前展
開「全城起動 快打疫苗」的運動，希
望透過大幅提升接種疫苗比率，盡速為
香港建立保護屏障，讓香港能盡早恢復
與其他地方的跨境人流往來。
林鄭月娥期望特派員公署在劉光源領
導下，繼續支持特區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共同向外推廣粵港澳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建設的機遇，為青年開拓發展
空間，亦為香港發展注入動力。

為港發展設更多積極議程
另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訊，6
月1日，特派員劉光源拜會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劉光源感謝林鄭月娥
和特區政府一直以來對外交部駐港公署
工作的大力支持。
劉光源表示，外交部駐港公署願進一
步加強與特區政府的溝通與協作，共同
捍衛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堅決
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調動外交
資源，發揮外交所長，為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營造更好的外部環境，為特區持續
發展設置更多的積極議程，為香港同胞
提供更多的便利和福祉，推動新時代中
國特色大國外交與特區對外交往相互促
進、相得益彰。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消

息，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下午在禮賓府與新任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光源會

面，歡迎劉光源來港履新。林

鄭月娥說，特區過去兩年多面

對嚴峻挑戰，但在中央的全力

支持和果斷決策下，特區成功

克服困難，其中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先後通過有關建立健全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及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的決定，穩住香港的大局，

令「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
訊，6月1日，劉光源特派員拜會全國政協副
主席梁振英。劉光源特派員對梁振英副主席為
「一國兩制」事業所作貢獻表示敬意，對梁副
主席多年來關心支持外交部駐港公署工作表示
感謝。
梁振英對劉光源出任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

表示歡迎和祝賀。雙方就如何更好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等進行了
交流。

劉光源拜會梁振英

林鄭晤劉光源 增協作護國安
感謝特派員公署支持 冀共拓港發展機遇

●劉光源（右）拜會梁振英（左）。
外交部駐港公署網站圖片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右右））與新任外交部駐與新任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劉光源港特派員劉光源（（左左））會面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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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布啟動「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
動，一方面帶頭並支持各界給已接種疫苗的公
務員、市民提供激勵，另一方面預告若有下一
波疫情，會對未接種疫苗人士實施較嚴格的限
制，包括可能會限制出入部分處所。對此，外
界有聲音質疑政府的措施是「懲罰市民」，昨
日特首林鄭月娥則強調，措施絕對不存在懲罰
問題。接種疫苗是為了全社會從根本上控制疫
情，關乎公共衞生安全，是具凌駕性的公民責
任，任何人不能因為自己行使自由權利，而罔
顧甚至損害他人或社會整體權益；市民有權根
據個人情況選擇是否接種疫苗，不接種則要受
到一定限制，在公眾利益層面這恰恰是公平
的。所謂「懲罰市民」的說法，根本是一個偽
命題。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開展三個多月以來，社會
上一直有部分人存在「疫苗猶豫」，甚至以種
種藉口對抗接種疫苗。有人認為，政府預告會
對未接種疫苗人士採取不同對待，是「搞分
化」，對未接種人士不公平云云。這種說法根
本不能成立。

從現實情況看，為了鼓勵疫苗接種，世界各
地均各出奇謀，既有獎勵也有差別對待的措
施，這並非香港首創。以接種率領先的以色列
為例，該國一早就規定，未接種疫苗人士不准
在室內用膳，現時已成功令逾九成人口接種了
最少一劑疫苗。在不少人眼中是「自由民主燈
塔」的美國，早前也建議完成疫苗接種的人士
可不戴口罩參加活動。難道這些國家和地區都
是「搞分化」，都是不公平？

從道理層面看，個人的選擇自由和社會的集
體利益需要平衡，而平衡的關鍵是合理。如果
不同人群有不同的風險，那麼對不同人群採取
差別待遇，就是有的放矢的科學做法。疫苗的
防疫功效已經被世界各國驗證，早有專家比喻

說，疫苗的保護作用，其實遠勝戴多個口罩。
因此，政府為了達到控制疫情、維護公共衞生
的目的，對未接種者採取更嚴格的防疫規定，
是基於科學的必須措施。

這裏必須講清楚兩個基本的邏輯：
第一，對不同風險人群採取不同防疫規定，

並不存在歧視或不公平。事實上對不同人群差
別對待是常見的做法，例如過關要求有核酸檢
測報告，那是不是對不做核酸的人不公平呢？
三級片不准 18 歲以下人士觀看，是否對青少
年不公平呢？一些機動遊戲不准 12 歲以下人
士參與，是否對兒童不公平呢？答案當然是否
定的。因為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風險特徵，有
關規定恰恰是為了保護所有人。同樣的，未接
種疫苗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較高，因此要
求這些人採取更嚴格的防疫規定，降低疫症傳
播風險，既保護未接種人士，也保護所有市
民。

第二，每一個市民都有權利根據自身情況選
擇是否接種新冠疫苗，從而適用不同的防疫措
施，選擇權仍然在市民手上，不存在政府強迫
市民接種。個人固然有選擇自由，但個人行使
這種權利的同時，不能損害他人的權利，更不
能犧牲整個社會的集體權利。防疫是現時社會
的頭等大事，抗疫猶如打仗，抗疫仗的勝負關
係到全港市民的健康安全和香港經濟社會復
常，當然有壓倒性的意義。政府在制定疫苗接
種政策的時候，必然以實現控疫為大前提。

連日來均有不同的企業和組織，宣布推出大抽
獎或優惠，鼓勵市民踴躍接種疫苗。這種做法符
合政府「全城起動、快打疫苗」運動的目標，值
得支持和效仿。廣大市民不要被似是而非、強詞
奪理的謬論歪理所誤導，而應以大局為重，與政
府、企業同心抗疫，早日實現群體免疫，讓社會
盡快復常。

接種疫苗保障公眾利益「懲罰市民」論是偽命題
中國國藥集團向「新冠疫苗實施計

劃」(COVAX)供應的首批新冠疫苗，
昨天舉行出廠儀式。中國把疫苗作為
全球公共產品，踐行承諾，說到做
到，成為實現發展中國家疫苗可及可
負擔的主導力量，緩解全球疫苗的分
配不均問題，既是對全球抗疫的貢
獻，也展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人類
是命運共同體，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
最有力的武器，中國不遺餘力推進全
球抗疫合作，樹立構建人類衞生健康
共同體的示範，獲得全世界的肯定和
讚賞。

「新冠疫苗實施計劃」是全球合作
項目，旨在確保疫苗公平分配。該項
目由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世界衞生組
織和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共同牽頭成
立，並與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的疫苗生產商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世界銀行等機構合作，推動低收
入國家及時獲得新冠疫苗。中國正式
加入「實施計劃」，並承諾向其提供
1,000萬劑疫苗，主要用於發展中國家
急需。此次供應「實施計劃」的首批
疫苗出廠，是中國履行將疫苗作為公
共產品的承諾，為急需新冠疫苗的發
展中國家提供多一個可靠的選擇，全
球疫苗免疫聯盟首席執行官塞斯·伯克
利也充分肯定中國的貢獻。

面對百年未遇的新冠疫情威脅，中
國始終保持與世衞組織的溝通合作，
為多國提供抗疫物資支援，成為全球
抗疫的中流砥柱。疫情以來，中國已
向全球供應超過 3 億劑疫苗，中國疫
苗已推廣到 80 多個國家，並與埃及、

阿聯酋等10 多個發展中國家開展技術
轉讓和合作生產，迅速推進疫苗大規
模生產，惠及非洲、亞洲、南美洲等
眾多發展中國家。

中國還向全球供應 2,800 多億隻口
罩、34 億多件防護服、40 多億份檢測
試劑盒。此外，中國去年向數十個國
家派出醫療專家組，與超過40 家非洲
醫院開展對口合作，培訓當地醫護人
員 2 萬多人次，以實際行動彰顯了中
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誠與
決心。日前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 74
屆世界衞生大會上，埃及、墨西哥等
多國代表，感謝中國通過捐贈疫苗、
派遣專家、轉讓技術等方式援助本國
抗擊新冠疫情。

接種疫苗是抗疫的根本手段，但目
前疫苗分配不均，少數富裕國家囤積
大量疫苗， 「免疫鴻溝」嚴重阻礙了
全球有效控疫，更拖慢各國經濟復甦
步伐，加劇全球發展不均衡。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也表示，疫苗公平是
擺在國際社會面前的最大道德考驗，
而當前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存在明顯不
平等、不公平。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年世界衞生大
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致辭時強調，中
國堅持以民為本、生命至上，始終秉
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對本國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
球公共衞生事業盡責。世界各國應響
應中國呼籲，堅持多邊主義，支持世
衞組織作用，公平分配疫苗，共同構
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走全球抗疫
合作的人間正道。

中國踐行供應疫苗承諾 展現大國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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