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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員依法宣誓 不容蒙混過關
徐英偉：國家挺港堅定不移 葉太：新時代公僕需有國家意識

為維護國家安全、落實

「愛國者治港」，特區政府已

要求公務員宣誓，並即將為全

港區議員安排宣誓。民政事務

局局長徐英偉昨日表示，區議

員宣誓必須嚴正跟隨法例執

行，不容許有人蒙混過關。行

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昨日亦表示，現時公務員

須宣誓效忠特區政府和擁護基

本法，以往港英時期所謂的

「政治中立」已不再派上用

場，「在新時代下，公務員對

政府工作須更有承擔，更需培

育國家意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日前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回顧
與展望」專題研討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到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即將到來的三場選
舉，即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長官
選舉順利進行，又堅定表示要把反中亂港分子排
除在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之外。對此，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
示，香港這座「大廈」經歷攬炒派、縱暴派多次
打砸搶燒，已經被嚴重破壞。中央早前出手助香
港撲熄「港獨之火」，保障了香港市民的人身、

財產安全，維持了法治秩序和社會安穩。現時香
港需要通過未來的三場選舉，鞏固基礎、翻新裝
修，讓這座「大廈」更加安全，重新煥發「東方
之珠」的光彩。
陳勇昨日接受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訪問時強

調，香港未來的三場選舉十分重要。其中，選委
會選舉相當於是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鞏固「大
廈」地基。
另外，涉及本港未來發展的多項報告皆需立法

會批准，因此立法會必須要全力支持政府盡快解
決民生難題，他形容立法會選舉是建構「大廈」

支柱。至於特首選舉，是將「大廈」煥然一新的
工程，更適合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陳
勇相信，未來香港定可以解決劏房、籠屋問題，
幫基層市民脫離貧困，讓各階層市民安居樂業。
他認為，三場選舉決定了香港是否能夠真正長

治久安，讓市民毋須擔心黑暴重現，毋須擔心攬
炒派從中作梗，保證香港未來發展更加穩定可
靠。三場選舉過後，香港融入國家「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等發展，不僅可以恢復「東
方之珠」以往的光彩，更可以比以前發展得更
好。

陳勇：三場選舉十分重要 助港穩定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連四天在香港
文化中心大堂舉行的警隊專題展覽「同心同行」昨
日去到最後一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專程到場參觀
展覽，並在現場寫下「警民同心、護我家園」的打
氣卡。及後，林鄭月娥表示已鼓勵處方安排展覽到
各區巡迴展出，讓更多市民知道黑暴期間的真相。
有關展覽共分為三個主題展區，分別為「認清事

實」、「光影隧道」及「警察和市民的心聲」。林
鄭月娥指展覽通過圖片、數字、實物向市民展示在
黑暴期間的事情真相，認為其中幾位警務人員的心
聲更令人深切感受到當時警隊同事面對的不公對
待，而這些都是當年她在探望警署、與警務人員協
會會面時聽到的實況。

現場寫「警民同心、護我家園」打氣卡
林鄭月娥表示，經歷了一段長時間的誣陷和抹

黑，警民關係受到傷害，所以她知道警隊高層非常
重視重建市民對警隊的信任，她亦十分支持他們在
這方面的努力，並在現場寫下「警民同心、護我家
園」的打氣卡。
由於展覽在昨日結束，林鄭月娥表示已鼓勵處方

安排展覽到各區巡迴展出，讓更多市民知道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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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專程到場參觀展覽。 林鄭月娥fb圖片

為落實於5月刊憲及生效的《2021年公職（參
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特區政府

繼要求公務員宣誓後，即將為全港區議員安排宣
誓。徐英偉昨日出席活動致辭時強調，區議員宣誓
必須嚴正跟隨法例執行，不容許有人蒙混過關。
他指，香港在黑暴和疫情下，過去兩年所遇挑戰

前所未有，但國家對香港特區的支持堅定不移，加
上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及疫情緩和，社會各方面已逐
漸穩定下來。
葉劉淑儀昨日在電台節目上亦談到宣誓問題。她

指，在完善選舉條例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與律政
司的負責官員在短時間內草擬大量條文，在立法會
就議員的技術細節提問一一解答，有關官員非常
「熟書」，盡忠職守，表現值得嘉許。

港英時「政治中立」不再派上用場
她指，回歸前的港英政府只訓練政務官「做好這

份工」，末代港督彭定康更教政務官「不要幫中國
解畫」，故很多政務官都做不到常懷「國之大者」
的心態。不過，現時公務員須宣誓效忠特區政府和
擁護基本法，以往港英時期所謂的「政治中立」已
不再派上用場，大家的理念是要支持國家、憲法及
基本法，「在新時代下，公務員對政府工作須更有
承擔，更需培育國家意識。」
不過，維護國家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還有

不少工作。對於原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升任保安局局
長等特區政府人事變動，葉劉淑儀表示，保安局局
長一直都是由紀律部隊出身者擔任，加上經歷所謂
違法「初選」等事件，中央非常重視維護國家安
全，而警隊從前線到高層，在黑暴期間都讓中央看
到忠誠勇毅，忍辱負重，香港兩年來都是靠他們支
撐，故認為是可以理解。
她在節目後接受傳媒訪問時亦談到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的立法問題，指自己當年任保安局局長公布的

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條例草案比較寬鬆，認為
特區政府應配合形勢發展，重新檢討立法內容。

國安法現有條例存漏洞須填補
她指出，危害國家安全的最極端行為，包括竊取

國家機密、從事間諜活動及透過團體滲透政府等，
雖然現時香港國安法已規範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
國勢力、恐怖活動、分裂國家等四類犯罪行為，但
現有條例仍有很多有漏洞要填補，政府應該要處
理。
選舉制度完善後，社會都關注不同政黨的最新

部署，葉劉淑儀表示，新民黨希望爭取保留兩個
地區直選議席，包括新界東北及香港島西，亦會
派人參選立法會選委會界別，希望找到有意服務
社會、學歷較高、知識及英文水平較好的人參
選，認為需要有人向外國領事、外國議會聯絡，
講好香港故事。

●現時公務員須宣誓效忠特區政府和擁護基本法，以往港英時期所謂的「政治中立」已不再派上用場。圖為民建聯早前
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特區政府。 資料圖片

攬炒派自己玩出火，最終紛紛喺區議員
宣誓之前自行辭職，話就話心繫市民，其
實講到尾都是心繫「糧支」。一般人辭職
都交代工作交接，但辭任黃大仙區議員嘅
民主黨張茂清就交代捐款細節。佢日前就

喺facebook發帖，話自己個辦事處仲有「日常營運開支以及
預支款項需要處理」，於是就開價200蚊一件T恤「劏」街
坊，呼籲市民團購喎，真係臨走都要攞返筆呀。
張茂清話，自己辭任後需要人力物力協助清理同還原辦事

處，仲要處理寬頻、印刷機合約同資本物資等嘅開支使費，
但到底要幾多錢呢？梗係冇講明啦！
不過，張茂清就講明自己過去曾經「自資近30萬蚊」去

買防疫物資分畀街坊同補貼辦事處開支喎，再賣慘話自己十
幾萬元辦事處營運開支被扣起，「儲蓄所剩無幾」咁話。
佢又好似好有志氣咁話，有街坊曾經話想財政上支援佢做

地區工作，但佢覺得自己冇辦法「攤大手板」攞大家錢喎。
不過，佢轉個頭又開始以200蚊賣一件印字T恤，叫大家幫
佢找數同做地區工作喎，唔知佢係咪覺得自己齋做地區工作
都真係唔值得攞大家錢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張茂清辭任區員 賣衫「劏」街坊
��
��

警方國安處日前以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罪，拘捕「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5名骨
幹。管中窺豹，在過去幾年，借助專業身
份，以各種精心包裝方式，向其服務的群體
煽暴「播獨」的現象，在本港社福、醫護、
法律、教育等界別及各式「工會」中大量存
在，不可等閒視之。這些具有專業背景的
人，用錯誤觀念、扭曲事實對市民尤其是年
輕人洗腦，以個人政治觀點和需要凌駕於專
業之上，違背基本專業操守，是對專業的褻
瀆，屬嚴重專業失德。這類「軟對抗」對社
會的危害更廣泛、更深遠，特區政府應該加
強檢視、規管、執法，專業團體要強化自
律、嚴格管理，勿讓任何「軟對抗」繼續荼
毒下一代。

本港社福、醫護、法律、教育等專業人
士，以其專業服務市民，備受市民信任和尊
敬。但違法「佔中」尤其修例風波以來，有
部分專業人士為達一己政治目的，竟利用市
民的信任，進行各類違法、違規行為，荼毒
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

社工本是協助弱勢社群的專業人士，但部
分所謂社工在黑暴中扮演「煽動者」角色，
以「與年輕人同行」包裝其違法行動；在暴
徒違法包圍衝擊警察總部翌日，有社工組織
發表文章，形容向警察總部擲雞蛋的市民
「理性」，更聲稱暴徒行為是「保護市
民」；國安法實施後，該社工組織今年5月
1日仍企圖舉辦黑暴記錄片《中大保衛戰》
的分享會，最終被社會狠批後「縮沙」。

醫護人員應以守護市民健康為己任，但

「醫管局員工陣線」在去年2月抗疫關鍵時
期，為煽動仇視國家和特區政府，竟拿病人
福祉作政爭工具，鼓吹醫護人員罷工，在特
區政府其後推出檢測和接種疫苗等措施時，
更一再以所謂「專業」的藉口，以錯誤資訊
誤導市民、阻礙抗疫。法律從業員理應以身
作則、維護法治，但有律師組織鼓動非法集
會，戴耀廷等利用法律學者名義鼓吹「公民
抗命」「違法達義」等歪理，更被製成通識
教材，對學生「洗腦」，大大削弱部分年輕
人的守法意識，催化無數失控黑暴場面。

教育界毒瘤「教協」早年出版「佔中」教
材，更曾於 2015 年選舉所謂「十大好書」
時，將鼓吹「港獨」圖書列入候選書目；今
年4月，教協在其書局「有為圖書坊」出售
多本涉嫌煽暴書籍，這類美化暴徒和宣揚所
謂「抗爭」的書籍更與童話故事及兒童書籍
混放，刻意荼毒學童。2019 年修例風波以
來，攬炒派濫組各式「工會」，舉辦涉嫌煽
暴「播獨」活動。

部分人以專業身份作掩護，以各類軟性手
法，鑽法律空子，從事煽暴「播獨」洗腦活
動，嚴重違背專業天職和基本專業操守，屬於
嚴重專業失德。他們的行為，破壞社會對專業
組織的信任和託付，敗壞專業形象，更破壞社
會穩定、荼毒下一代，其危害極其廣泛，流毒
十分深遠，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仍試圖對抗
中央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不折不扣的「軟對
抗」。政府、相關專業界別及社會各界必須高
度重視相關問題，務實檢視、依法規管、嚴格
管理，切實肅清流毒、撥亂反正。

借專業身份「播獨」煽暴嚴重失德
本港一般家庭的公屋輪候時間已經長達

5.8 年，非長者單身人士在「配額及計分
制」下更長，基層家庭的住屋問題成為社會
主要矛盾。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日前發表講話，明確提出2049年
告別劏房籠屋的遠景期盼。要實現這個遠景
目標，特區政府必須為解決基層住屋問題訂
立明確目標和時間表，經過深入研究將目標
分階段、分層次分解落實，以明確的問責制
履行政府責任，不能再以說代做、做了就代
表做到。

有團體訪問150名居於不適切居所的非長
者單身人士，當中兩成輪候公屋 10 年或以
上；更有甚者由單身等到結婚再等到離婚，
輪候長達 15 年都上不了樓。根據房委會制
度，長者、一般家庭和非長者單身人士各有
不同的輪候上樓時間，當中對非長者單身人
士實行「配額及計分制」，上樓機會與年齡
掛鈎，結果是55歲以下的單身申請者，幾乎
不可能循正常途徑上公屋。

公屋分配向長者和已婚人士傾斜，道理上
過得去，但說到底關鍵是如何「做大個
餅」。只要土地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不解
決，連已婚的一般家庭都要等十年八載，那
麼非長者單身人士上樓自然成為空談。房委
會於去年9月預測，於2020/21年度至2024/
25 年度的五年間，共有逾 9.5 萬伙單位落
成，約七成為公屋或綠置居。但按前年底公
布的《長遠房屋策略》目標，未來5年尚欠
5.55萬伙公營房屋單位才達標，按照目前做
法，要達至未來10年建30.1萬伙公營房屋單

位的目標，真是非一句「任重道遠」可以道
盡。

公營房屋供應長期不足，誰都知道。長期
以來，政府提出了不少「遠景」、「目標」
和做法，不能說無所作為，但始終流於不夠
剛性，例如公屋不足，就將公私營房屋的土
地供應比例由六比四調整為七比三，但在整
體土地供應仍遠遠不足的情況下，始終是不
能根本解決問題，變成「數字好聽實效了
了」。另一方面，有些政策措施的落實力度
不夠，也成為具體施政中的「軟肋」。例
如，為了緩解輪候公屋人士的居住問題，政
府推動協助非政府組織租用賓館或酒店改為
過渡性房屋，但由於多方面配套不夠，超過
200個申請只有2個落實。

政策好像是有了，但雷聲大雨點少，說了
當做了、做了當做到了，長年累月下來，問
題越積越多，成為積重難返的大問題。說到
底，這是典型的缺乏剛性目標和目標責任制
的必然結果。如果真的把「2049告別劏房、
籠屋」作為一個必須實現的目標，政府就一
定要進行深入的長遠規劃研究，訂定明確的
剛性目標責任，根據達成目標需要的各種相
關因素設定路線圖和時間表，分解各相關部
門的責任和落實階段，提出綜合政策措施、
調配各種資源。最後的關鍵是落實問責制，
哪個部門達不成目標就要追究相應責任。

從根本上解決房屋問題，香港缺的不是土
地、不是資金，而是明確的目標、不達目標
誓不罷休的決心，和達成目標的剛性制度安
排。

解決居住問題需要剛性的目標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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