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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宣誓舉傘 議員視作違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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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動投白票等同操縱選舉 當局研規管細節

例後凡於宣誓程序中，舉傘及高叫口號，
或在奏唱國歌環節中，做出任何有問題的
行為，將被視為拒絕或忽略作出誓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表示，近日
有多名區議員拒絕參與宣誓，最後選擇辭
職，當局會否向有關人士追討薪酬。鄧忍
光指，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都正研
究該政策及機制。

曾國衞：修例非收窄言論空間
九龍東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擔心立法會
議員日後若被律政司質疑有行為不符合宣
誓要求，提出司法挑戰，便要暫停職務，
令議員完全失去憲制上應有的保障，失去
可自由發言的權利。曾國衞回應時強調，
修例並非要收窄議員的言論空間，而言論

■ 公務員於政府總部舉行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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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是沒有底線，「負面清單」內列出
的都是嚴重行為，律政司需要有足夠的理
據，才提出訴訟。曾國衞表示，即時暫停
職務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即時喪失立
法會議員資格的精神。
謝偉俊追問，日後「特權法」對立法
會的保障還包括什麼，鄧忍光回應指，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其解釋是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層次高於香港本地法律，故
香港法例保障議員的特權，不可能高於有
關決定。他並提到，法庭曾表明，違法行
為不可能屬職務範圍。
有議員質疑，律政司的提訴期限，由
議員宣誓後 6 個月延長到 4 年太長。鄧忍光
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一百
零四條的解釋，要求議員遵守法定誓言，
及就違反誓言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並無
時間限制，反問議員是否可在宣誓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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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鐵票價調整機制應作檢討

談巷議

街

2021 年 4 月 8 日

■政務司昨日就完善選制進行解說。
2021 年 4 月 8 日

劉韋瑋 資深傳媒人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予人「尾
大不掉」和機制不公之感。
過去多年，當局雖多次與港鐵商討
檢討機制，但都只是就上述原有的三大
因素考慮，稍作金額或比例調整，並未
從根本上做一次「大手術」去改革制度
缺陷。港鐵多次在機制以外提供其他優
惠，正正說明港鐵和港府當局，都默認
現行機制失效，與市民期望有落差。
加票價其實不能單純責怪港鐵，歸
根結底是港府當局沒有決心改善制度。
港鐵作為上市企業，要對股東負責。但
政府本應明白運輸業務從來並非純粹的
商業運作，而是涉及民生的政治問題，
在經濟持續不景的情況下，港鐵明減實
加，和幾家巴士公司在差不多同一時間
提高票價，市民在觀感上難以接受。香
港如今百物騰貴，市民對交通加價相當
無奈！交通費加不是「貴不貴」的問
題，而是「應不應加」的問題，只有根
本改變港鐵的票價調整機制，才是最實
際而有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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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有關公職人員宣誓的法案委員會
進入逐條審議階段。鄧忍光表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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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制法案 擬下周三首讀

立法會《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昨日繼續審議，
關於規定公職人員宣誓要求的條例草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忍光表
示，如果議員在修例後，在其他人的宣誓
程序中，舉傘及高叫口號，或在奏唱國歌
環節做出有問題行為，亦可被視為拒絕或
忽略作出誓言。此外，該局局長曾國衞並
指，任何組織或煽動投白票、廢票，有機
會影響選舉結果，等同操縱選舉，當局會
研究規管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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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做出提倡「港獨」等負面清單列出的
行為，認為律政司無理由不可以處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詢問，呼籲
選民投白票的行為，會否被視為不擁護基
本法及不效忠香港特區。曾國衞回應指，
每個人都有權決定是否投票，但若有人組
織或煽動投白票、廢票等，某程度上是嘗
試操縱選舉結果，雖然今次修例未有包
括，但當局會研究是否需要作出規管，以
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
件二的相關要求。

團體抗議英美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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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新
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香港特區多名司局長昨日繼續舉
辦多場解說會，向與會者解說完
善香港選制的背景及目的，加深
社會不同界別人士對新選舉制度
及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認識。多
名與會者會後表示，會上絕大部
分發言均表達支持中央完善香港
選制，相信解說會有助與會者了
解新制度背後意義。有與會代表
引述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指，有關新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
法案將於下周三（14 日）提交立
法會首讀。
其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主
持三場解說會，與部分立法會議
員及全國性團體的港人代表會
面，就完善香港選制繼續進行解
說，並強調新修訂能讓香港的政
治體制踏上康莊大道。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亦舉行
三場解說會，他在會上闡述這次
完善選制的背景及目的，強調完
善香港選制進一步提升了選舉制
度的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讓香港社會可
以擺脫近年泛政治化和內耗不斷
的困局，有助切實提高特區治理
效能。

英美兩國近日頻頻干涉中國內政，
引發香港市民強烈不滿。民間團體香港
長樂聯誼會昨日分別前往美國、英國駐
港總領事館門外舉行抗議活動，譴責英
美政府對中國的抹黑和誣衊，要求停止
助養「港獨」、「台獨」、「疆獨」。該會代
表陳先生表示，美英政客罔顧事實說三
道四、指手畫腳，抹黑「一國兩制」及
香港國安法，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內部
事務。作為香港一個愛國愛港社團，長
樂會對美英行徑表示極大義憤，要求美
英立即停止抹黑、停止干涉、停止對「港
獨」、「台獨」、「疆獨」的助養經費。

零售申破欠基金涉款按年增四倍
隨着特區政府的「保就業」計劃於去
年 11 月結束後，倒閉潮一觸即發。勞工處
數據顯示，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期間，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的申請宗數多達 817 宗，涉
款 7,514 萬元，按年激增近四成，其中零售
業是「重災區」，申索金額高見 1,279 萬
元，按年急增近四倍。

資料顯示，自去年 11 月「保就業」計
劃結束後，破欠基金的申索金額隨即節節
上升，由去年 12 月錄得 248 宗申索申請，
涉 及 2,834 萬 元 ， 申 索 金 額 按 年 增
14.8%；申索金額之後直線上升至今年 2
月的 1,374 萬元，按年急增 1.28 倍，涉及
234 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