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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袋公帑者 都應該宣誓
政界人士及學者：將「愛國者治港」落實到底

隨着公務員已作出宣誓或聲明，

區議員亦宣誓在即，「愛國者治

港」局面已大致成形，但仍有一些

環節有待處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昨日在電台節目表示，特區

政府正處理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工

作，適當時候會公布具體情況。多

位政界人士及學者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應將以

公帑發薪的人員納入公職人員宣誓

範圍，以全方位貫徹落實「愛國者

治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聶德權表示，特區政府過去一年透過公
務員宣誓及簽署聲明，讓公務員團隊

清晰明白要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
盡忠職守，對特區政府負責的要求，亦加
強了公務員培訓工作，提高有關意識，並
確保公務員對「一國兩制」及憲制秩序有
充分了解。
他強調，除了要加強公務員的行政能力，
更要加強公務員對國家發展、全球形勢的了
解，故會安排各種不同類型的培訓。
被問及其他資助機構人員是否也要宣誓，
他指特區政府正處理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工
作，相信適當時候會公布具體情況。

促設「負面清單」審視公僕言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同有關安
排，指宣誓是確保公職人員效忠香港特
區的開始，任何人在宣誓後都應為其誓
言負責，言行一致。
他又認同應加強公務員的培訓，並指

公務員須深入了解國家發展、全球形
勢，從地緣政治解讀各國的政治行為，
才能體會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共同

致力捍衛市民的根本利益，故加強公務
員有關培訓，實屬必要。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表示，

應將醫管局、津貼學校等以公帑發薪的人
員納入公職人員宣誓範圍，以全方位貫徹
落實「愛國者治港」。他指出，即將進行
的公職人員宣誓設有「負面清單」，令逾
200名涉嫌反中亂港的區議員怕被追討薪
津，爭相自動辭職，成效立竿見影。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同樣以「負面清單」

審視公務員及公職人員的言行。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表示，擁護

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本是香港公民的
應盡責任，故隨着公務員已完成宣誓，受
政府資助機構的僱員亦應接受有關安排，
特別是醫管局、機管局、積金局等恒常接
受公帑資助或有法定權力的法定機構，及
津貼學校等，工聯會早前已向特區政府提
交有關建議。
他強調，作為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或有

法定角色的機構，都應共同肩負政治責
任，將「愛國者治港」落實到底，才能令
社會各界互相信任，有利維護國家安全。

區議員宣誓將至，唔
少攬炒派都驚要「找
數」嗱嗱聲劈炮。好似
攬炒派荃灣區議員、
「支聯會」前骨幹趙恩
來噚日就宣布辭去荃灣

區議員職務，即日生效。不過，佢又死
撐唔會放棄「社區戰線」，暫時會以
「趙恩來社區服務處」形式營運辦事
處，努力「爭取資源」，籌備「永續社
區自救計劃」咁話。唔少網民就質疑，
原來講到尾又係掠水。
趙恩來就繼上月以「個人理由」退出

「支聯會」常委會後，噚日再喺自己fb
專頁發帖宣布辭任區議員，乘機煽動市
民「抗爭」。
佢稱：「『惡法』橫行……現在的議

會，已非過去的議會，可見的將來也不
能通過議政論政，『革新』社區，追求
『公義』……當代議士『暢所欲言』、

『上達民意』，也是罪，又能如何服務
市民，惟有無奈選擇放下，摒棄幻想，
辭任荃灣區議員。」
佢又發帖話：「離開議會，並不等同

要放棄『社區戰線』！縱然沒有公共資
源支持，我們仍會努力爭取資源……暫
時會以『趙恩來社區服務處』形式有限
度營運……現正籌備永續社區自救計
劃，容後公布詳情，期望大家繼續堅守
信念，燃亮希望。莊敬自強，靜待『重
光』。」
唔少網民都笑有人畏罪辭職，都仲要

死剩把口，叫佢不如講清講楚自己想搞
邊科。「Yu Si Lau」就話：「請趙先生
解釋什麼『戰線』，要香港市民為美國
戰爭？選議員不是為了市（民）而為了
『戰線』嗎？」
有網民就醒起「支聯會」長年都以眾

籌斂財，似乎趙恩來換個名目「爭取資
源」，都係殊途同歸。「Chow Yiu

Kwan」咁話：「唯一出路，眾籌。」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事務
處昨日公布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臨時投票
人登記冊，載有 7,891 名投票人，包括
2,547名個人投票人和5,344名團體投票
人。其中教育界是選民最多的界別，有
1,700 多名團體選民，佔整體團體選民
32%。合資格投票人將於9月19日選委會
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中，投票選出相關的選
委會界別委員。

從選舉事務處剛公布的選委會界別分組
臨時投票人登記冊資料顯示，屬第二界別
的「教育界」是最多選民的界別，有1,725
個團體選民，佔整體團體選民32%，多間
大學、中小學和幼稚園等均有登記，其中
中華基督教會有約60間學校、仁愛堂名下
有約14間學校、明愛就有約65間學校登
記。
另一個選民人數較多的組別，則是第四

界別裏的「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
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及「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
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分別
有1,081名及856名個人選民，佔了整體
個人選民的76%。

「基層社團」團體選民404個
至於新增的「基層社團」，有404個團

體選民，為第三界別裏最多，包括大角咀
之友、大坑關注組、漢華中學校友會、毅
群太極會、錦田乒乓球會、港九小商販聯
誼會、冰鮮禽畜商會、現代媽咪組、開心
一族、中國剪紙協會等。
第五界別新增的「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

成員的代表」就有450名個人選民，包括
全國青聯副主席梁宏正和霍啟剛，導演高
志森、藝人曾志偉、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
浩鳴等則以中華海外聯誼會香港理事身份
登記為有關選民。
此外，第二界別的「法律界」共有30個

列明團體，全部都登記為選民，包括香港
律師會、大律師公會、香港中律協等。
「社福界」就有141名團體選民，包括仁
濟醫院、仁愛堂、九龍樂善堂、工聯會康
齡服務社、基督教播道會、九龍婦女聯會
等。
由醫學界及衞生服務界合併的「醫學及

衞生服務界」有80名團體選民，當中約
有 40 間是醫院，亦有兒童醫院和護養
院。
第一界別裏的「香港僱主聯合會」選民

人數最少，只有18個團體選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員
須於月內進行宣誓，重申擁護基本法及
效忠香港特區，攬炒派區議員卻紛紛自
行辭職，逃避可能的法律後果。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吳秋北昨日表
示，區議員宣誓是作為公職人員必須履
行的責任，如果有區議員認為自己履行
不到宣誓要求而選擇辭職，這種理由不
會被市民接受。
吳秋北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示，攬炒派區議員的辭職
舉動，代表他們已預期自己並不符合擔
任公職人員的相關規定。他直言，這種
行徑令人不能接受。
至於，區議員或被DQ的問題，吳秋
北相信一切會按法律規定處理，違法者
當然要承擔一切的法律責任。他還表
示，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提到
對治港者的要求，令到有志服務香港及
市民的從政者有更清晰的奮鬥目標。

臨時投票人登記冊 教界人數最多

攬炒區員辭職拒誓
吳秋北：市民不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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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恩來劈炮續搞事 網民質疑又掠水

●聶德權表示，正處理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工作，適當時候會公布具體情況。圖為去年
一眾官員宣誓。 資料圖片

●趙恩來fb截圖。

英國在新冠確診新高的情況下如
期解封，全球1,400名科學家指此舉
危險且不道德，指這是「人命豪
賭」。 英國放寬防疫限制，很可能
造成病毒變種速度更快、更易傳
播，專家擔憂，一旦病毒變種速度
快過全球「免疫屏障」的構建速
度，甚至令「免疫屏障」失效，將
造成極其嚴重後果。本港與英國聯
繫緊密，英國「人命豪賭」對本港
外防輸入威脅巨大，政府須審慎檢
討、調整外防輸入措施，更不能輕
易放寬防疫限制。

英國不顧全球1,400名醫學專家聯
署 公 開 信 反 對 ， 不 顧 前 日 新 增
54,674 宗確診成為半年來新高的惡
化疫情，決定今日如期解除英格蘭
地區絕大部分防疫措施，口罩令、
限聚令和社交距離限制統統撤銷。
專家指英首相約翰遜的「人命豪
賭」，極可能大幅推升住院和死亡
病例，加劇醫療系統壓力，屆時可
能被迫重新封城。

英國決定解封的理由，是英國三
分之二的成年人已經完成疫苗接
種。而全球1,400名醫學專家之所以
反對英國解封，理由有二：一是現
有疫苗確實可防感染、可令重症率
下降，但預防效力並非百分百，在
Delta變種病毒仍肆虐時解封，人流
激增下勢必令感染率飆升；二是英
國在 7 月 19 日不太可能達到七成以
上、建立「免疫屏障」的接種率，
且現在病毒在大流行中加快了變種
速度，傳染性更強的新病毒今夏可
能出現，若屆時人類無法有效建立

免疫屏障，勢必造成感染者大幅飆
升，醫療體系備受壓力下可能崩
潰。

已經接種兩劑疫苗的英國衞生大
臣確診，顯示疫苗並不能百分之百
防止感染。參與聯署反對英國決定
的倫敦大學醫學院臨床運營研究部
主任帕格爾警告，任何能夠造成疫
苗接種者感染的病毒，都有很大的
選擇優勢，而且容易傳播。她更指
今年夏天就可能出現新變種病毒，
「我們作為全球旅遊中心，任何在
英國成為主導的變種都可能傳到世
界各地，Alpha變種就是一例。我很
肯定我們催化了歐洲和北美的Delta
疫情。」

本港昨日新增兩宗外來輸入的新冠
確診個案，其中從美國抵港的75歲
男子曾在美國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
之前本港亦有多起接種疫苗者仍受感
染個案，顯示變種病毒隨時通過外來
輸入造成本港疫情惡化。按最樂觀估
計，本港最快也要 9 月底才能達至
70%首劑接種率、初步建立免疫屏
障。在這樣的情況下，目前本港外防
輸入若出現疏漏，隨時爆發新疫情。
日前，政府決定容許已完成接種疫苗
的本港居民，從英國等極高風險地區
回港，但需接受21天檢疫。本港政
府專家顧問許樹昌、呼吸系統專科醫
生梁子超皆警告此舉極之危險，政府
應認真聽取專家意見，加強外防輸入
檢疫措施。更重要的是，本港不能有
「與新冠共存」思維，不能向病毒投
降，必須堅持「動態清零」的努力，
這樣才是對市民健康安全負責。

嚴防英國「人命豪賭」殃及香港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
寶龍日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研討會的重要講
話，引發香港社會熱烈迴響。他的講話提出了香港
在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時的「四大遠
景」，包括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
劏房、籠屋」，既令港人鼓舞振奮，也有部分港人
感覺難度不小。「四大遠景」，可以說提出了香港
未來20多年的總體奮鬥目標，而能否如期實現這
宏大而艱巨的目標，將考驗堅定的愛國治港者的真
功夫。社會普遍期望，未來的特區管治者，能夠按
照夏寶龍提出的五項標準、要求，秉持為民愛民的
初心情懷，勇擔當、敢碰硬、善作為，衝破各種利
益藩籬，善於團結各方面力量，帶領全港上下一
心、不懈奮鬥，讓困擾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得到切實
解決。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
代化強國，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香港不應
該缺席。2049年，香港實現「四大遠景」，意味與
國家同步同進，經濟、民生、社會公平發展都取得
巨大成就，將成為更富裕文明進步的現代化國際化
大都市。實現「四大遠景」令人熱切期待，而提出
這些奮鬥目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為民愛民
的民本情懷，展示了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
急、解市民之所困的執政思維。「四大遠景」既是
香港全方位發展的參照標尺，更提醒愛國治港者任
何時候都要以服務市民、為民謀福作為施政的初心
和宗旨。

「四大遠景」目標宏大而艱巨。夏寶龍提出的第
一項遠景期盼，是「香港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
發展更加均衡，社會更加和諧安寧。特別是現在大
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
房、籠屋」。對於這個目標，香港社會當然舉手贊
成，因為房屋、居住問題，是香港民生問題的最大
痛點，劏房、籠屋更是香港這個發達都市的「羞恥

標記」，當然應該徹底解決；但部分港人對能不能
實現這個目標卻也心存疑慮和觀望，並預期在巨大
挑戰面前，最終是知易行難。說到底是畏難。

其實，世上的難事尤其是「老大難」問題，解決
難度都很大，有的甚至被認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務，所以一旦解決就是創造奇跡。中共十八大明確
提出消滅絕對貧窮的宏大目標，當時有不少人尤其
是國際上一些聲音充滿懷疑，認為雖是一件大好事
但無法做到。然而，中國黨和政府矢志不渝，以強
大的政治保障和科學有效的治理體系為基礎，以精
準扶貧精準脫貧為基本方略，累計投入5,000多億
元扶貧資金，選派25.5萬個駐村工作隊、300多萬
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幹部下沉基層，1,500多名扶貧
幹部付出生命代價，用了8年時間，中國脫貧攻堅
戰取得全面勝利， 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擺脫絕
對貧困，創造了「人間奇跡」。

內地脫貧的偉大成就、成功經驗，對香港「告別
劏房、籠屋」，可以說是最佳借鑒示範和精神激
勵。未來的愛國治港者，同樣首先要有為民謀福的
情懷，拿出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的決心和意志，敢擔
當、善作為，努力創新制度和機制，打破阻礙發展
的陳規陋習，有效破解土地房屋和居住方面的難
點；同時在解決就業、醫療、安老等突出問題上有
大作為，使港人的獲得感、幸福感不斷提升。

香港要告別劏房、籠屋，不僅要解決土地房屋問
題，更牽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再分配，更需要未來的
治港者發揮強大感召力，促成最廣泛的團結，齊心
協力建設更美好香港。一方面，未來治港者要從為
民眾辦實事的大局出發，認真思考落實對症下藥的
決策，提升施政效率，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拓寬公
營房屋階梯；另一方面，包括發展商在內的各利益
持份者，也要拿出大局觀，各方同舟共濟，真誠溝
通、互諒互讓，實現困難共擔、利益共享。若能如
此，就沒有解決不了的難題。

告別劏房籠屋應不應該？能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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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夏寶龍講話系列社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