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未有如往常在12月中上京述
職，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分析，林鄭月娥述職時間
遲於往年有各樣可能，包括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即將舉行，中央可能忙於應對國
際形勢的變化及經濟恢復工作，等等。
劉兆佳在訪問中表示，特首以往上京述

職的行程包括獲安排與國家主席與國務院
總理會面，及和中央不同部委商討兩地合
作事宜，在施政報告已經發表的前提下，
當前特首上京述職主要是從政治問責角度

體現特首和中央負責和問責的關係。從這
一點而言，特首述職既有重大政治意義，
同時也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即在這個過程
中聽取國家主席對特區政府的看法，以及
對特區政府的工作作出新的指示。
他指出，一般人認為特首在12月中便

會上京述職，但當前尚未見特區政府公
布任何相關信息，所以引起很多猜測。
他分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舉行，
中央可能忙於應對國際形勢的變化及經
濟恢復工作，需集中處理國家重大事
情。同時，中央非常擔心香港目前的防

疫抗疫形勢，可能會督促特區政府盡快
令香港疫情受到控制。
劉兆佳直言，以當前的情況而言，有

可能是因為中央的理由，亦有可能是特
首要專注處理香港的疫情，因此未能下
定論，但強調中央不會做出任何讓人覺
得中央對林鄭月娥信任度下降的事情。
因為這麼做不利於香港政局穩定，亦不
利於香港集中精神防疫抗疫。
就坊間有人質疑建制派批評特區政府

「影響建制陣營的隊形」，劉兆佳直言，
建制派和特區政府並非一個共同組織，而

是有不同分工，兩者面對不同的社會議題
會有各自的利益和立場。當特區政府在施
政過程中並非完全與建制派陣營分享權力
時，建制派也毋須全盤接受政府的做法。

建制派批評政府有理有責
他強調，建制派從爭取公眾支持的角

度出發是有理由、有責任批評特區政
府，並相信建制派不會像過往的反對派
般「為反對而反對」，或者以「打倒特
區政府」為目標，而是據理力爭，提出
有建設性的建議和批評。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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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
安法第六條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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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公務員事務局於今年10月發出通告，要
求所有在今年7月1日或之後加入特區政府的公務
員宣誓或簽署聲明，作為聘用條件的一部分。同
時，政府會要求所有現職公務員簽署聲明及宣誓，
公務員事務局會在短期內公布有關要求現職公務員
簽署聲明的具體安排。

問責局長到場 現場奏唱國歌
昨日上午，全體12位副局長、14位政治助理在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見證、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帶領下宣
誓，一眾問責局長則在會場後方，以示團結支持。宣
誓過程約10分鐘，其間官員整齊排開。
儀式開始，現場奏唱國歌，眾人肅立及面向國

旗、區旗，其後高舉右手以廣東話宣誓。各人按誓
言內容宣誓，表示定當擁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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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公務人員必須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負責。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是政治委任官員，須遵
行政府的決定並對此承擔集體責任。他們除協助司局
長處理各方面的政治工作外，副局長在相關局長暫時
缺勤時更會代理其職責。作為特區管治團隊的重要成
員，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實屬理所當然。
發言人續說，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宣誓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香港特區，就他們的責任許下莊嚴的承諾，
向社會真切體現他們對基本法和香港特區的忠誠和
承擔，將增強公眾對政治委任官員的信心，意義重
大。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務人員必須盡
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副局長和政
治助理是政治委任官員，須遵行政府的決定並對此
承擔集體責任。
特區政府各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將於明日宣誓。

特區政府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副局長及政

治助理宣誓儀式，全體12位副局長和14位

政治助理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見證下，宣誓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副局長和政治助

理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就他們

的責任許下莊嚴的承諾，向社會真切體現他

們對基本法和香港特區的忠誠和承擔，將增

強公眾對政治委任官員的信心，意義重大。

政府同時宣布，常任秘書長及部門首長的宣

誓儀式將於明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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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見證 常任秘書長部門首長明宣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早前表示，將安排現職公務員一次
過簽署聲明或宣誓，確認擁護基本法及
效忠香港特區。公民黨秘書長梁嘉善昨
日見傳媒時聲稱，《公務員守則》原本
應用作管紀律，現在卻「淪為管思
想」，又質疑是否像民政專員般「阻撓
民主派」才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
區。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宣誓安排絕非針對個人的所謂
「管思想」，並批評公民黨混淆視聽，
將官員和民政專員拒絕處理區議會內的
越權議程誣衊為「政治打壓」，抹黑這
些依法履職的公務員。
自香港國安法生效實施後，特區政府

公務員事務局先後要求新入職公務員、
問責團隊及部門首長等宣誓，並預計稍
後延伸至所有在職公務員。
梁嘉善昨日聲稱，《公務員守則》列明
公務員需政治中立和不偏不倚，更質疑公
務員工餘時間談政見、參與聯署都會違

誓，又懷疑公務員日後要像民政專員般拉
隊離場，阻撓「民主派」區議員才是擁護
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而政府今次疑似
想繞過立法會，利用行政命令要求公務員
宣誓，明顯是「行政一言堂」。

助公僕釐清定位高效履職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梁嘉善企

圖混淆視聽，因為公務員向來就應按照基
本法履行職務，惟去年黑暴期間籌組「新
公務員工會」的顏武周屢屢作出反政府言
行，更發動公務員罷工，導致特區政府出
現矛盾，因此政府安排現職公務員簽署聲
明或宣誓，是為了釐清公務員的定位，以
更高效地履行職務。他建議政府每年安排
公務員宣誓，讓他們警惕自己須擁護基本
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
對梁嘉善稱阻撓攬炒派才是符合擁護

基本法，何俊賢反駁，攬炒派區議員經
常作出越權、擾亂會議的行為，與會的
公務員離場只是依守則辦事，因此有關

說法毫無邏輯，亦企圖將攬炒派區議員
的過錯推卸予建設力量。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

會副主席、勞聯議員潘兆平表示，宣誓或
簽署聲明都只是對公務員的基本要求，以
顯示他們尊重基本法和承擔依法履職的責
任，絕非針對個人的「管思想」，又指香
港回歸祖國已23年，公務員宣誓正是增
加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至於應否採
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潘兆平認為最重要的
是官員及公務員認同宣誓的內容和理念。
工聯會立法會前議員王國興狠批梁嘉善

「狗口長不出象牙」，因為官員及公務員
必須按基本法履職，故宣誓安排合法合
理，亦是特區政府對公務員的要求，絕非
所謂「管思想」，又指有關說法正反映公
民黨反對基本法的立場，因為攬炒派把持
區議會後，經常作出越權行為和侮辱出席
的官員和民政專員，他們離場也是依法辦
事，並非所謂阻撓「民主派」才是擁護基
本法。

劉兆佳：特首未述職或因中央忙於國家大事

政界：宣誓非「管思想」批訟黨混淆視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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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宣誓儀式，全體12位副局長和14位政治助理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見
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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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將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最
快今日向財委會提交文件交代詳情。特
區政府急民所急，支援受疫情重創行
業，這個大方向值得肯定；而大量失業
及放無薪假的打工仔，更應成為此輪政
府救助的重中之重。政府要充分體諒失
業或無收入打工仔的苦況，在善用公帑
的前提下，推出失業援助金，並盡量降
低申請門檻，簡化手續，以最快速度給
予「斷糧」打工仔切實支援。

本港疫情持續近一年，多輪防疫禁令
下，多個行業經營艱難，總體失業率高
達6.4%，失業大軍逼近26萬人。眾多打
工仔長期放無薪假，甚至失業，要靠食
「穀種」苦撐日子，境況淒涼。政府接
連推出三輪「保就業」計劃協助受影響
的企業和市民，已動用3,100億元財政
儲備，「長貧難顧」，政府一度表明無
意再推抗疫紓困基金。

但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四波
疫情更愈演愈烈，政府無奈要採取更
嚴格防疫禁令，餐飲等服務性行業難
免面臨大規模倒閉潮、失業潮，多個
建制派政黨紛紛呼籲政府，非常時期
要有非常擔當、非常辦法，打破常
規、動用財政儲備，精準救助特定行
業和特定人員。

政府順應民意，預告向立法會財委會
申請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資50億至60億
元，同時檢討此前「保就業」計劃的不

足，重點精準救助受疫情重創企業。受
疫情重創行業、企業固然需要支援，但
民建聯、工聯會等政黨亦提醒，政府為
13類受防疫措施影響的企業提供支援，
資助除了由僱主分配，亦應設一定比例
資助到僱員身上。有勞工界人士指出，
過去政府 3 輪防疫抗疫基金側重保企
業，並一廂情願地相信僱主會將所有資
助，全數惠及僱員，但事與願違，不少
僱主領取資助後，要求員工停薪留職，
變相令員工無糧出，有關資助等同由僱
主「袋袋平安」。新一輪抗疫基金應避
免再出現這類情況。

目前最受疫情重創的，是放無薪假或
已失業的打工仔。打工仔的收入是安全
感和人生價值的重要體現，現在沒工
開、失去收入，不僅只能靠食穀種苦
撐，而且個人信心與價值感也遭受重
創。很多打工仔是家庭經濟支柱，仍需
供樓租樓，負擔一家老小的生活支出，
若不能得到及時救助，將會影響到普羅
市民的生活，增加社會怨氣，影響社會
穩定。

因此，政府此次救助，應重點向放無
薪假或失業的打工仔傾斜，例如勞工
界、商界都認同並強烈要求設立的失業
援助金，政府應積極考慮推出，而且應
盡量簡化資產審查和申請程序，充分體
諒打工仔的苦況，提供適切的應急支
援。

新一輪抗疫基金應重點救助打工仔
本港昨日新增82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79宗屬本地個

案，當中35宗源頭不明。衞生防護中心相信，確診數字
沒有下降趨勢。另一邊廂，為應對冬春季的疫情傳播風
險，內地各地衞生健康部門正嚴陣以待。內地取得舉世矚
目防疫成績的關鍵，一方面在於形成一整套切實可行的防
疫系統，各種防疫工具互相配合日趨成熟、運作高效；另
一方面，政府和民眾始終保持高度戒備、以動態清零為目
標的防疫意識，一旦出現個案就進入「戰時狀態」。本港
是時候對標內地防疫的成功經驗，檢討梳理防疫得失，盡
快形成主動預防的常規機制，扭轉控疫落後於疫情的被動
局面，爭取疫情早日全面受控。

內地的防疫成績在全球獨一無二，根本原因在於採取
嚴格的防控措施，切實按照「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
早治療」的要求，提高應急處置和疫情防控的科學性、精
準性。各地一旦發現本土疫情，立即啟動應急響應，第一
時間對傳染源進行追溯，集中隔離密切接觸者，並對病例
居住、工作場所進行核酸檢測，圍繞發現病例區域的人群
進行大規模排查；同時發揮醫療機構尤其是發熱門診及早
發現和預警的作用。正因為內地建立起包括檢測、追蹤、
隔離、治療的嚴密控疫機制，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優化，
一遇到疫情即可啟動，有效地控制大規模的疫情爆發，此
前黑龍江、吉林、新疆、北京、深圳等地雖出現過零星個
案，但依靠既定的應急機制，很快就阻斷了疫情蔓延。

內地防疫措施部署周密、落實到位，最關鍵的一個原
因在於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始終把抗疫放在首位，運
用「戰時思維」、以「清零」為目標，織牢織密預防監
測網絡，加強組織調配，動員全社會的力量支援抗疫，
保障防疫人手、資源充足，確保「及時發現、快速處
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在政府高度重視、反覆強
調、加強管理下，民眾的防疫意識明顯提升，自覺配合

防疫工作，令防疫事半功倍。
本港經歷四波疫情的折磨，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疫

情仍未能受控，反而有惡化趨勢。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
家組成員曾光教授指出，香港現時疫情嚴峻，主要是
「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政策並沒有落實到位。因
此，本港應積極參考內地的防疫控疫成功經驗，查找本
港防疫的不足，堵塞漏洞、彌補短板，形成符合本港情
況、更有效控疫的機制。

進行強制全民檢測、強制追蹤及對高風險區域進行封
閉式隔離，在內地一再證明是有效控疫必不可缺的手段，
但在本港始終不能落實，這些強制措施仍停留在探討階
段，有專家至今還認為強制措施不可行，結果本港的防疫
工作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有出現社區疫情爆發才
對特定人群做強制檢測，防疫措施被疫情牽着走，不能起
到有力截斷傳染源效果，政府、醫護、市民均疲於奔命，
但控疫始終未見大起色。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出，在香港
的老辦法長期無效、內地清零全面成功的背景下，香港社
會在特區政府領導下，要下定決心，堅定信心，定下清零
目標，集中力量辦大事，將全民檢測的種種不可行變成可
行。昨日在立法會，不同黨派的議員亦追問專責醫療衞生
的官員，為何不落實全民檢測，希望政府檢討改善防疫措
施。

疫情持續近一年，本港無論公共財政儲備、經濟民生
都遭受重大損失，疫情拖得越長，本港經濟民生、整體利
益的損失越大。內地成功控疫，經濟迅速回暖，本港儘管
社會制度、生活習慣與內地有所不同，但內地有效控疫的
他山之石，絕對值得本港認真研究、借鑒、仿效，政府應
拿出更大的擔當和魄力，打破防疫思維的框框，積極作
為，全力以赴，帶領全港市民共同走出疫情的泥沼。

對標內地防疫經驗 完善本港控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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