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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考政府律師 基本法國安法試須及格
律政司月中展開招聘 20題須答對至少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律師

的招聘工作將於今年 8月中

展開，律政司提醒有意投考人士須

在綜合招聘考試的英文運用試卷取

得二級成績和中文運用試卷取得一

級成績或以上，以及在《基本法及

香港國安法》測試中取得及格成

績，以符合申請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 依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
國家安全法》第十三
條的規定，國務院根
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的提名和建
議，昨日公布任命區
志光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
會秘書長，免去陳國基的香港特區國安委秘
書長職務。
對於區志光的任命，李家超表示：「區志光

過去五年一直在保安局擔任副局長，擁有國家
安全意識和熟悉國家安全事務，有能力勝任秘
書長一職。他將帶領秘書處支援香港特區國安
委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責。」
香港國安法規定香港特區設立由行政長官擔

任主席的香港特區國安委，負責維護國家安全
事務，承擔維護國家安全主要責任，並受中央
人民政府監督和問責。香港特區國安委下設秘
書處，由秘書長領導。
區志光現年60歲。他於1980年加入香港警
務處任職警員，並於1986年獲委任為督察。
於2007年晉升總警司，2011年晉升警務處助
理處長，2015年晉升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
他曾任職警隊內多個不同部門，崗位包括人
事及訓練處處長、刑事及保安處處長。於
2017至2022年間出任保安局副局長。

麥美娟：籌訂發展藍圖解青年「四業」難
區
志
光
任
特
區
國
安
委
秘
書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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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美娟昨日在政府總部主持學習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網上座談會，約
120位民青局轄下政策科和部門中、高層同事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辦學習
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網上座談會，並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擔
任主講，約120位民青局轄下政策科和部門中、高層同事參與。麥美娟表示，青
年發展將會是民青局的一大重點工作，已着力籌備制訂《青年發展藍圖》。

網上座談會學習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是次由麥美娟與同事分享對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核心要義的理解與感受，
讓參與座談會的人士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民青局副局長梁宏正、民青局常任
秘書長林雪麗、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凱渝、政府新聞處副處長吳綺媚和其他與
會者，亦在座談會上積極發言，分享感受。
麥美娟表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為香港的未來發展提供重要的指引，當中提及
的「四點希望」更是民青局的工作方向。她引述習主席在重要講話中還特別點出
要關心、關愛青年人，幫助他們解決學業、就業、創業、置業的實際困難。

青年發展是民青局重點工作
她又指，青年發展將會是民青局的一大重點工作，並已着力籌備制訂《青年發
展藍圖》，以勾畫出香港整體青年發展工作的願景和主要工作方向，與不同政策
局及其所屬部門互相協作，共同推行與青年發展直接相關的政策措施。
她表示，民青局將會加強地區工作，推動居民參與地區服務，以建立互助網絡。

她鼓勵各同事把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融入自身工作之中，貫徹落實惠民的政策。
另外，十八區民政事務處由7月至今，合共舉辦了超過45場學習習主席重要講

話精神座談會，邀請多位嘉賓主講，讓更多地區人士深入了解習近平主席重要講
話精神，共約6,700人出席相關座談會。
其中，中西區民政事務處繼7月舉辦4場座談會後，昨日在堅尼地城社區綜合

大樓舉辦「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座談會」，邀請行政會議召集人兼立法會議

員葉劉淑儀作主講嘉賓。約110人出席座談會，與會者來自中西區各工商社團。
觀塘民政事務處則繼7月舉辦4場座談會後，近日聯同觀塘區議會、觀塘區學

校聯會及教育局觀塘區學校發展組，在啟業社區會堂舉辦「觀塘教育界學習宣傳
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邀請立法會議員鄧飛作主講嘉賓。約
200人出席座談會，與會者包括觀塘區教育界人士及家長。

律政司強調，在《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
測試取得及格成績是政府律師的入職條

件。投考政府律師職位的人士無論是否曾於過
往的公務員招聘中參加由公務員事務局或個別
局／部門所舉辦的基本法測試，均須取得《基
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及格成績。申請人如
在20題中答對10題或以上，會被視為取得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的及格成績。申
請人必須在《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中取
得及格成績方會獲考慮聘用。
至於綜合招聘考試，根據律政司要求，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英國語文科第5級或以上成績，
或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C級或以上成
績，或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
vanced Level) English Language科C級或以上

成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英文運用
試卷的二級成績。另外，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
國語文科第4級成績，或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
國語文及文化、中國語言文學或中國語文科D
級的成績，會獲接納為等同綜合招聘考試中文
運用試卷的一級成績。其他會獲接納為等同成
績的學歷可參閱網頁www.csb.gov.hk/tc_chi/
recruit/cre/949.html。
律政司提醒，下一次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將於10月8日及15日，
或如有需要於10月內的其他日期在香港舉行。
有意投考政府律師職位的人士如仍未獲所需的綜
合招聘考試成績或同等學歷及／或未有在《基本
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中取得及格成績，請於8
月5日至18日期間，報考相關考試及／或測試。
有關綜合招聘考試及《基本法及香港國安

法》測試的詳情，已在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www.csb.gov.hk（「招聘事宜」項下）公布。

◆政府律師的招
聘工作將於月中
展開，有意投考
者須在《基本法
及香港國安法》
測試中取得及格
成績。圖為律政
司辦公室。

資料圖片

律師、民建聯立法會新界西北議員周浩
鼎表示，非常認同今次安排。他認為，律
政司下的政府律師專責為香港法治把
關，沒有理由不裝備好自己，尤其是對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這兩項重要的法律
條文，必須有充分認識。要求投考者具備
以上條件，是正確的做法，也冀律政司做
好領頭及示範作用。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及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黃國恩表示，對律
政司在招聘政府律師中，要求申請者須
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測試取得及格，表
示歡迎及支持。因為「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人才是律政司的利器，要
求入職者須對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有基

本及適當的認識是必然。
不過，他認為，僅須50%答對就及格的要求確實不夠，因為
作為政府律師，對法律認識應該很精準，若答錯一半題目，確
實令人擔心其水平，及格要求應至少提高到答對60%或以上才
合適，建議日後應作出調整，以增加市民對政府律師的信心。
律師、香江聚賢法律專業人才委員會

主任陳子遷表示，支持律政司提出有關
安排。他亦認為，政府律師職責是維護
香港法治基石，必須熟讀基本法及香港
國安法，現只要求答對50%的及格率，
門檻未免較低，應提高到60%以上才算
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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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日前竄
訪中國台灣地區、挑戰一個中國原
則，中方採取強力反制行動，目前已
有 17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發出正義
之聲，支持中國堅決維護自身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干涉內政，是聯合國憲
章規定的最重要國際法則，但美國及
其所謂盟友，過往動輒對別的主權國
家大打出手、發動軍事戰爭，赤裸裸
干涉他國內政，肆無忌憚地欺負廣大
中小國家，早就惹起全球公憤。此次
中方強力反制美國，堅定維護中國主
權和領土完整，給國際社會帶來浩然
正氣，贏得世界支持。有理走遍天
下，美國只有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立
場，中美關係才會改善，美國只有拋
棄霸權霸凌思維，才能擺脫被各國唾
棄命運。

面對美國惡意挑釁，中方堅決反
制，立場正當、合理、合法，舉措堅
定、有力、適度，軍事演訓公開、透
明、專業，符合國內法、國際法和國
際慣例。中國堅定維護主權和領土完
整，堅決遏阻美國「以台制華」圖
謀，堅決粉碎台灣當局「倚美謀獨」
幻想，獲得了國際社會一面倒的支
持，已有 170 多個國家及眾多國際組
織公開站出來，理解支持中方的正當
立場，重申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明確強調，聯

合國將繼續堅持聯大第2758號決議，
核心就是一個中國原則，即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
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
中國的一部分。

國際社會此次共同發出聲援中國的
正義之聲，一個重要原因，是過往美
國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無數次地以
各種藉口粗暴干涉主權國家內政，嚴
重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不干涉他
國內政這一最為重要的國際法則，廣
大中小國家敢怒不敢言。而此次中國
給蓄意挑釁玩火者當頭棒喝，向粗暴
干涉內政的行為說不，讓久受美國等
霸權霸凌的中小國家揚眉吐氣，極大
地提升了當今國際關係中的浩然正
氣，自然贏得世界 170 多個國家和國
際組織的熱烈掌聲。

正如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近日所表
示的，美方在台灣問題犯了 3 方面錯
誤：一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二是縱
容支持「台獨」勢力；三是蓄意破壞
台海和平。美國應該明白，中國此次
強力反制、正當自衛，不是一時意
氣，而是對自己核心利益的堅定維
護。解鈴還須繫鈴人，美國若不認真
反思自身錯誤，不回到一個中國的原
則立場上來，不放棄打台灣牌，那中
美關係就不可能改善，中國的反制就
會繼續下去。

中國浩然正氣贏得世界支持
本港昨日推出「紅黃碼」新措施，並於周五起縮

短抵港人士檢疫期，由現時7天酒店檢疫縮短為3
天酒店檢疫及4天居家醫學監察。特首李家超強調
在抗疫上「不躺平」，今次是在維護香港競爭力及
防疫之間作出平衡，也不等於放棄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新措施體現特區政府以最小代價達至最大抗
疫成效的取態，既要相當程度上恢復本港的國際往
來，也要實現對疫情的持續控制。要落實好這個防
疫政策的調整，政府應該切實執行好由酒店檢疫到
醫學監察再到自行監察的各項措施，確保既便利入
境又不妨礙控制疫情。

政府縮短酒店檢疫期的科學理據，是當前流行的
變異病毒株潛伏期較原始病毒株短。醫務衞生局局
長盧寵茂指出，每1,000名海外及台灣經機場抵港
人士，只有8位會在第三天酒店檢疫期過後方被驗
出陽性，這個走漏個案的風險比率跟現時本地個案
相若，認為將酒店檢疫期減至3天是合理安排。

與此同時，政府強調檢疫期的縮短並不代表「躺
平」，因為仍有多項舉措攔截病毒傳播。抵港人士
由抵港當日至第七天都是「黃碼」，包括家居醫學
監察期間，不能進入食肆、酒吧、遊戲機中心、健
身中心及美容院等使用「疫苗通行證」的處所，亦
不可以參與任何除去口罩的活動。另外，抵港人士
在抵港當天，第二天、第四天、第六天、第九天都
要進行核酸檢測，亦要每天自行做快速抗原檢測，
直至第十天。應該說，政府是用具針對性的「紅黃
碼」系統和更頻密的核酸和快速抗原檢測，以科學
精準的方法識別不同風險級別人士，以減低管控人
數和管控範圍，將可能在3天酒店檢疫期後走漏的
個案的影響減至最低。

本港是國際大都會，訪港旅客在新冠疫情爆發前
一年有近5,600萬人次，唯至去年全年僅有約9.1 萬
人次，只有正常的不足0.2%。隨着海外逐漸放寬隔
離檢疫措施，本港工商界希望縮短檢疫期的呼聲甚
大。因此，適當放寬酒店檢疫期滿足社會正常運作
的需要，是正確的方向。但這必須建基於嚴格執行
好檢疫新安排，確保有效控疫的基礎之上。

新安排之下，抵港人士從第四天開始展開家居醫
學監察，並且已經可以在戴口罩下有限度外出活
動，只是不能進入部分會除下口罩的「疫苗通行
證」處所。這就要求全社會必須嚴格執行「疫苗通
行證」措施，尤其是食肆這一類高風險場所，走漏
一條傳播鏈就可能傳染數十上百人。抵港人士在抵
港前10天進行的多次核酸檢測，政府也要嚴密追
蹤其檢測結果，確保在發現陽性個案時能及時找出
患者隔離。外遊的本港市民更要克盡公民責任，積
極遵守新的檢疫要求，配合政府做到入境便利和疫
情受控兩不誤。

縮短酒店檢疫期之後，本港出入境人數定必上
升，檢疫酒店的需求也會增加。在出入境需求變得
頻繁的情況下，如何追蹤好抵港人士的檢測結果，
如何確保抵港人士沒有違反「黃碼」規定，如何保
證檢疫酒店要做好衞生工作避免發生酒店內橫向傳
播，都是絕對應該細緻做好的每一項工作。政府要
加強巡查和執法，並為可能出現的問題做好預案，
果斷應對可能發生的疫情傳播風險。

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是本港的獨特優勢。本港
連接世界的同時也必須尋求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期待特區政府持續與內地加強溝通，實事求是，採
取實際行動減少市民往返內地的不便。

切實做好檢疫安排 便利入境保障控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