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匯 要 聞A5 ●責任編輯：簡 旼

20212021年年55月月1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特首：同鄉社團納港政治體制有必要
訪問唐英年吳永嘉 指立會復理性 利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在昨日

播出的港台節目

《選委界別分組面

面觀》中，分別訪

問了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

唐英年、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

嘉。林鄭月娥表示，將同鄉社團納入香港政

治體制有道理及有必要，可為香港帶來很大

裨益，又直言在立法會開始恢復理性的情況

下，無論是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發展，

還是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的發展大局中

都更有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同鄉社團是今次選委會其中一個新增的界別分組，林鄭
月娥表示，香港很多同鄉會都積極參與香港事務及回

鄉投資，又笑言大部分同鄉社團於內地的連繫，甚至較特
區政府於當地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更強，將同鄉社團納入香
港政治體制有道理及有必要，會為香港帶來很大裨益。

唐英年：同鄉社團派發很多抗疫物資
唐英年表示，同鄉社團十分團結，平日處理不少聯絡或
協調的工作，由他們組成的義工團隊於疫情期間派發很多
抗疫物資。在前年社會動亂時，他們參與了撐警活動，及
設街站支持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為國家和特區做
了很多工作。
同鄉社團的60席來自24個列明組織，林鄭月娥表示，

有關列表是以省、直轄市或自治區為單位。唐英年認為，
考慮到各個同鄉會在香港的人口及其與香港經濟的連繫，
表列相關組織的安排有其道理。

吳永嘉：日後能精確商民生議題
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後，由於選委會第一界別新增了中小
企業界，故原設18席的工業界（第二）等界別將各減少1
席。吳永嘉表示，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認為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有其必要性，亦理解相關安排。
吳永嘉表示，過往立法會淪為反對派政治表演的舞台，
能做實事的機會不多，隨着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立法會將回復理性，日後能精確討論民生議題。
林鄭月娥表示，無論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還是國家
「十四五」規劃，中央政府都大力支持香港，但過往特區
政府即使想向立法會申請有關的撥款，以配合相關工作，
結果都被政治化，而立法會開始恢復理性，批撥款的速度
很快，有利於工程發展。
林鄭月娥昨晚還在fb發帖，表示由她擔任主持《選委界
別分組面面觀》這新嘗試，並無動用額外製作費，拍攝工
作都在特首辦進行，由政府新聞處和特首辦同事負責；無
預先準備的講稿、無化妝師、無髮型師；沒有為嘉賓提供
主持將會問的問題作參考，當然亦不會有車馬費。
節目除了在港台電視31台播放外，香港開電視、鳳凰

衛視香港台和中央電視台的應用程式都主動提出要轉播，
「令我們可以不花分文，接觸到更多觀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民政事務局局
長徐英偉日前出席中華企業家協會座談會，介
紹和分享民政事務局的日常服務和工作，以及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要性。他強調，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對香港長遠的發展具有積極和顯著
的意義，期望中華企協未來繼續為香港作出更
多建設性好事，參與更多的社會服務。
徐英偉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

件一和二，對香港特區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的產
生辦法作出系統修改和完善，確立了「愛國者
治港」原則，保證了「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為香港繼續保持繁榮穩定奠定牢固基礎的
重要性。
徐英偉對中華企協一直以來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積極邀請包括政府官員及愛國愛港的
社會精英蒞會分享社會動態，及時推動社會各
界共識，共同為振興香港經濟、建構香港和諧
社會而作出的努力表示讚賞和支持，並期望中
華企協未來繼續為香港作出更多建設性好事。
該會主席葉禮德認為，舉辦是次分享會令大

家對特區政府的運作了解更全面，對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的重要性認識更深刻，希望同仁在不
同的崗位上繼續以服務社會為己任，為支持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共同努力。
該會創會主席周振基表示，認識政府部門服
務市民的工作，對中華企協以後更好地與政府
建立溝通聯繫的作用甚大，意義深遠。
該會第一副主席譚國翹、第二副主席鄭發

丁、第三副主席楊偉誠、前主席鄒燦林等首長
也出席了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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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立法
會《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委員會昨日繼續舉行
會議，審議特區政府就條例草案提出
的修正案擬稿。就修正案採納議員的
部分建議，包括釐清了中央修訂基本
法附件二的原意，容許選舉委員會委
員以其原有選民身份，在立法會地區
直選選區及功能界別提名各一名候選
人，並同時以選委身份在直選選區、
功能界別及選委會界別各提名另一候
選人，有議員認為有關修訂更為合
理，反映政府從善如流。
法案委員會昨日審議了多項修正

案，包括理順資審會的組成及職權、
指明選委可以不同身份作提名人、在
立法會換屆選舉前舉行選委會界別分
組補選、提高收取訂明機構不遵從總
選舉事務主任要求借出物業作票站的
罰則等。

就修正案建議容許選委同時以原有
選民身份及選委身份提名地區直選及
功能界別候選人，即每名選委最多可
提名5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
此舉讓選委的提名數目大增，即讓
1,500 名選委最多可以提名 7,000 多
人，並詢問有關的理據。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

忍光表示，有關修訂是特區政府早
前向中央了解修訂基本法附件二的
真正原意後作出，是將法律正確演
繹。
律政司署理律政專員（特別職務）

梅基發補充，因應選委可能同時存在
原有的地區選民及功能組別選民身
份，特區政府與中央溝通過後，已確
認附件二並無限制選委同時行使其原
有選民身份去提名。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表示，特區政府
採納了議員的看法作出有關修訂，是

從善如流，並認為讓選委可依法定選
民身份作出提名的安排更為合理。
針對修正案提高了對受政府補助的

學校及非政府機構拒絕借出物業作票
站的定額罰款，由1萬元提升至5萬
元，有議員擔心有關追討方式未能避
免走數。九龍東議員謝偉俊表示，草
案建議以發出繳費通知書的方式追討
罰款，若機構拒絕繳交，亦只能經小
額錢債審裁處追討。

謝偉俊盼澄清追討罰款方式
他直言，特區政府目前已有數以

億元計的罰款被拖欠，都是未能經
小額錢債審裁處追回，希望特區政
府能澄清有關追討方式，避免任何
「萬一」情況，以免成為「走數之
都」。特區政府回應時表示會再審
視有關問題。
就選票因應立法會地區直選從比例

代表制改為雙議席單票制而變少，修
正案建議訂明選民要把不經摺疊的選
票向下放進投票箱，謝偉俊認為選票
放入投票箱的方式不必過分細節，擔
心會引致爭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江嘉敏表示，票站將設
工作人員協助選民以合適方式將選票
放進投票箱，將沒有摺疊的選票放入
投票箱，而條例已訂明只要選票的投
票意向清晰，選票便屬有效。

曾國衞：不得就資審會決定提訴訟
另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表示，由於特區政府需就資審會根
據國安委意見的候選人資格決定，不
得提起訴訟的安排；修訂終止地區終
止選舉程序的要求；及委任授權代表
的安排3項修正案作進一步梳理，故
建議該3項留待下周一會議討論，獲
委員會主席廖長江接納。

每名選委最多可提名5人 議員讚從善如流

中華企協邀徐英偉 談完善選制對港意義

●中華企協多位首長均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
港」。

●林鄭月娥在昨日播出的港台節目《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中，分別訪問了唐英年(左圖)和吳永嘉(右圖)。 視頻截圖

本港有外傭確診感染變種新冠
病毒，政府強制全港約 37 萬名外
傭5月9日前強制檢測，並計劃規
定外傭辦理續約或來港簽證時，
必須接種新冠疫苗。政府措施是
針對性地對外傭做排查，但防疫
工作必須做得徹底，強檢應配合
暫時的「禁聚令」，才能防止一邊
檢測一邊交叉感染。同時有必要
將強檢範圍擴大至外傭僱主，才
能完全切斷社區隱形傳播鏈，確
保本港控疫成果不會付諸東流。

該名外傭昨日被發現初步確診
後，政府前晚隨即圍封東涌映灣
園悅濤軒第 11 座，約 950 名居民
接受檢測，無發現確診個案，而
全幢大廈 400 多戶約 1,600 人通宵
撤離至檢疫中心隔離 21 日，今日
又宣布連串對外傭的強檢和接種
措施，行動迅速。

外傭一向是感染和傳播新冠病毒
的高風險群組，因為一方面變種病
毒潛伏期長，部分外傭帶病毒來
港，隔離期有可能「走漏」；另一
方面是外傭有周末聚集的習慣，容
易將病毒廣泛傳播並帶給僱主家
庭。今次被發現染有變種病毒的菲
傭，就把病毒傳染給了其照顧的10
個月大女嬰。因此政府連串針對外
傭的措施是有的放矢。

過往做社區檢測的時候，專家
就強調，強檢應該配合「禁足
令」才能有效。本次實施外傭強

檢也應該配合短期的「禁聚令」
同時執行，也就是由現在至5月9
日強檢期結束，期間應該禁止聚
集。因為如果強檢期間照常聚
集，有可能造成檢測呈陰性的外
傭，轉過頭來又被其他未檢測的
人感染，令強檢難以達到徹底排
查的成果。其實這段期間也就兩
個星期日，短暫「禁聚」的兩個
假日可以將來補假，卻可以令整
個強檢的效果大為提升。在這段
期間，警方也必須加強執法，嚴
禁外傭違反「禁聚令」。

與此同時，政府專家顧問許樹
昌估計，菲傭感染的變種病毒可
能源於早前確診的印度裔男子，
但兩人沒有去過相同地方，估計
社區已經有隱形傳播鏈存在。外
傭和僱主生活在同一屋簷下，如
同家人一般，隱形傳播鏈很大可
能已經進入僱主家庭。因此，政
府有必要盡快把強檢的範圍擴展
至外傭僱主及其家庭成員，才能
徹底地切斷隱形傳播鏈。

本港第四波疫情好不容易才達
至尾聲，全社會都不能再承受第
五波疫情的衝擊，今次變種病毒
殺入社區，已令疫情防控到了十
分危急的時刻，未來 14 日十分關
鍵。特區政府必須雷厲風行，採
取果斷措施，爭分奪秒地與病毒
傳播競賽，將第五波疫情扼殺在
萌芽狀態。

外傭染疫敲警號 應擴強檢增禁聚
香港大學昨決定，停止為學生會收取會費、不再提

供財政管理服務、收回會址及設施。港大學生會多年
來濫用學生會資源及平台煽暴播「獨」，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後，更抹黑「一國兩制」及大學國安教育，港
大校方在多次勸喻之後、給走上激進政治化違法歧路
的學生會當頭棒喝，提醒學生守法，是保障全體學生
利益和保護大學聲譽的盡責任、有擔當表現。大學不
是法外之地，國安法實施後的本港各大學學生會，如
何撥亂反正、重回正軌，大學管理層如何依法盡責管
治，這是本港大學教育當前亟需推進的必要改革，對
此各大學不能再拖、需切實行動。

港大學生會從關注學生福利、團結同學的組織，淪
為煽暴播「獨」平台，「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
2014年非法「佔中」時，港大學生會已通過《學苑》接連
發表「港獨」文章，2018年，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黃程
鋒在開學典禮上美化「佔中」暴徒為「英雄」，修例風波
中，黃程鋒更聲稱撥款100萬元為港大暴徒提供法律援
助。港大學生會在2020年5月換屆，但當選內閣「嶸希」
在競選宣言中聲稱「一國兩制」為「騙局」，並抹黑香港
警察。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港大學生會會長葉芷琳等
不理校方勸阻，舉辦黑暴「紀念」活動，多次播放「港
獨」電影，以「學術自由」、「言論自由」作包裝在校園內
觸碰國家安全紅線。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港
大學生會發聲明聲稱中央此舉是要「終結」香港選舉
制度，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承諾云云，近期
更發表公開信，公然抹黑大學推行國安教育課程是「斷
送院校自主」「愧對學士先賢」，肆意抹黑「一國兩制」、
挑戰國家憲制秩序。

港大學生會濫用學生會資源煽暴播「獨」、損害學生利
益、帶給港大法律風險，港大校方多次以良好態度勸喻
學生會、盡責提醒學生會修正錯誤，但學生會並未珍
惜、一意孤行。港大校方履行權責、按章辦事，依法停
止對學生會有關服務、收回學生會會址及設施管理權，

避免承擔由學生會違法行為可能引致的法律風險，有效
保障大學聲譽，更提醒學生遵章守法、促使港大學生會
能及時醒悟、重歸學生會服務學生正軌。

應該看到，本港各大學中，行走在違法邊緣，甚至已經
涉嫌違法的學生會，並非只有港大學生會一家，中大、理
大、浸大等大學的學生會，近年遭黑暴勢力滲入，其所謂
「政綱」、「宣言」等根本無心服務同學，只為謀取學生
會資源與平台，進行激進政治化宣傳、煽暴播「獨」。曾
遭暴徒佔領的理大，其學生會現時仍由「獨莊」「煥曜」
把持，該內閣在政綱揚言「不向暴政低頭」又指要成為理
大學生的「堅強後盾」、「杖矛」，更肆意抹黑香港警察
和政府。最近畏罪逃亡海外的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竪峰，
過去5年來多次公開播「獨」宣暴，曾以粗言穢言在中大
校園大罵撕去「港獨」標語的內地學生，更曾到台灣出席
「五獨論壇」與海外分裂分子勾結，在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更出任旨在顛覆特區政府的所謂「議政平台」核心職
務。本報調查發現，近期本港有與「疆獨」有關的組織擺
街站，成員多為中大學生會的關係人。在香港國安法利劍
高懸下，這些學生會組織及成員雖不敢明目張膽煽暴播
「獨」，但依然是危害本港大學健康發展的隱患和病毒，
必須切實予以清理。

目前科大、中大、港大等大學管理層，皆依法遵章
對學生會違規違法行為，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清理，為
本港大學清理問題學生會開了好頭。特區政府、本港
各大學管理層，對本港各大學的學生會煽暴播「獨」
問題決不能置之不理、不敢作為，而應該盡責履職、
果斷作為，對大學學生會發表不當言論要即時澄清，
對學生會以展覽等名義舉辦煽暴播「獨」活動要及時制
止，對校園播「獨」文宣要堅決清理，大學更應警惕教
職員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為藉口發表違法言
論，同時各大學要理直氣壯地開展國安教育，建立健
全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大學教育體系，捍衛本港大
學良好聲譽。

港大棒喝播「獨」學生會 盡責保護大學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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