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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嚴格按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

外交部及港府批美干預內政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美國國務院發表 2019 年《香港政策法》報
告，指香港可維持獨立關稅地位。對於報告中有關 「一國兩制」 的質疑，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在北京主持例行記者會時重申，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外國政府無權干涉，並強調香港自回歸以來， 「一國兩
制」 、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針得到切實的貫徹落實。

外交部：強烈不滿美說三道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日就美國國務院發表報告
表達不滿。他說， 「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切實貫徹落實，香
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國政
府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全面準確貫徹 『
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不會改變。我想強
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
政，外國政府無權干涉。美方發表的有關報告，無視
事實，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

特區政府進行無端指責，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和堅決反
對。我們要求美方停止這一錯誤做法，在涉港問題上
謹言慎行。」

外交公署促美停指手畫腳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亦有回應事件，堅決反對美
方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香港回歸以來， 『一
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得到切實貫
徹落實，香港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廣泛權利和自由。
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美方所謂報告打人權和自由
的幌子，妄議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無端指責特區政府

依法打擊 『港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維護特區法
治的正當舉措，顛倒是非，混淆視聽。我們敦促美方
停止戴有色眼鏡選擇性審視 『一國兩制』，停止對
香港事務指手畫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基本法》，直接損害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及領土完
整，有違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破壞香港在
《基本法》列明的憲制與法律基礎，重申外國政府不
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港府：一國兩制全面成功落實

冀勿以偏頗意見干預港事務

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香港自回歸
以來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 「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充分體現 「一國兩制」得到全面和
成功落實，強調香港一直是一個充滿活力、高度開放
和國際化的大都會，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 25 年評選香
港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本港的司法獨立在亞洲排
名第一，同時亦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對於美國決定維持對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及特殊待
遇，本港政界表示歡迎，但對報告企圖干預香港事務
則表示不滿。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指出，美國維
持對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是恰當，因為香港和美國
仍有很深的經貿往來和關係，是互惠互利的安排，
但他認為報告提出 「中央政府干預香港事務」是失
實指控，他亦不認同香港自治程度減低，希望美國
官方以客觀事實判斷，不要以偏頗意見干預香港事
務。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表示，美國維持對香港的
獨立關稅地位及特殊待遇的做法足以證明香港對美
國有經濟價值，故美國想維持雙方長久以來緊密的
經濟關係，但他難以認同報告指香港高度自治水平
受損。

「港獨」主張損害國家主權
發言人續指，人權和自由在香港受到《基本法》、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其他法律的充分保障，但無
論是國際人權公約或法庭案例都已清楚指出，言論自
由並非絕對。《基本法》清楚訂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任何 「港獨」的主張公然違反

青發基金增 2 計劃 助港青大灣區創業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昨日在青年發展基金全新資助計劃啟動禮上宣布，
基金推出兩個全新資助計劃，包括 「粵港澳大灣區青
年創業資助計劃」、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
驗資助計劃」。前者會為每個香港非政府機構提供資
助，支持他們為香港青年創業者提供支援，亦會為創
業青年提供配對資金。後者則會舉辦體驗項目，讓有
意創業的香港青年更了解大灣區城市的青年雙創基
地，並認識相關政策和配套措施。
「青創同行」工作成果分享會暨青年發展基金全新
資助計劃啟動禮，昨午在政府總部舉行，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劉鳴煒等嘉賓出席。
張建宗於致辭時強調，本屆特區政府本住 「青年一個
也不能少」的理念，全力推動青年發展的工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地球之友昨日舉
行 「水論壇」，討論香港及粵港澳大灣區氣候風險、
海岸防洪。地球之友主席吳方笑薇表示，希望香港與
大灣區城市之間可分享資訊、數據，攜手應對氣候變
化，為海岸防洪做好準備。另有內地防汛專家認為，
大灣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而保障
灣區水災害、水資源等安全就顯得意義重大，強調要
在大灣區做好防禦工程，如升級江海堤防、河口泄洪
整治，以綜合提升大灣區防洪排澇的能力。

分享資訊海岸防洪做足準備

資助非政府機構及配對資金
張建宗指出，青年發展委員會已完成就 「青年發展
基金」的檢討工作，並宣布昨日起推出兩個全新資助
計劃，第一個計劃是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
劃」。計劃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為每個香港非政府
機構提供最多每年 100 萬元的資助，支持他們為香港
青年創業者提供創業支援及孵化服務，包括協助他們
落戶大灣區城市的雙創基地。
計劃的第二部分為創業青年提供配對資金。他稱在
「青年發展基金」首輪配對資助的基礎上，現把配對
比例提升至三比一，並提高資助上限，讓每個獲資助
機構最多可獲 450 萬元的政府資助，配以機構提供的
150 萬元，用作為青年創業團隊的種子資金。每個創
業團隊最多可獲得合共 60 萬元種子資金，包括 45 萬
元政府資助及 15 萬元機構提供的配對資金。他說資助

專家倡大灣區
提升應對氣候變化

張建宗（右三）、劉鳴煒（左三）出席青年發展基金全新資助計劃啟動禮，並頒發證書予參與青年共享空間
計劃的業主和機構。
計劃的目的，在於透過非政府機構舉辦有系統的創業
支援項目，啟發和培育青年人的創業精神。

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助計劃
另一個計劃是 「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體驗資
助計劃」。張建宗稱，明白部分香港青年對位於大灣
區內地城市的雙創基地認識不多，因此當局希望透過
資助非政府機構舉辦短期大灣區創新創業基地的體驗
項目，加強有意創業的香港青年對位於大灣區內地城
市的青年雙創基地的認識，以及更好了解內地相關政

策和配套措施。他提到每個體驗項目的資助上限為 70
萬元，獲資助機構可舉辦不同體驗活動，例如介紹當
地創業環境和政策、考察創業基地或有關創業活動、
在創業團隊進行短期實習等。
張建宗在會上回顧 「青年發展基金」的情況。基金
自 2016 年成立以來，在首輪申請中，批出配對資助額
予 9 間非政府機構推行青年創業項目。9 間獲資助機
構在過去 3 年成功協助了約 100 個青年團隊、涉及約
190 位青年創業者創業，業務涉及創新科技、零售、
專業服務、餐飲等多個行業。

37 米「巨人」躺維港 人潮爭相「打卡」

第 6 屆 「水論壇」昨日舉行，多位嘉賓到場分享。
吳方笑薇表示，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有相同的海岸
線、未來機遇甚至氣候威脅，形容是 「彼此互利共
生」。她期望香港與大灣區城市之間，應該分享資
訊、數據、預測、風險分析及規劃，達至攜手應對氣
候變化、為海岸防洪做足準備以及提升城市的氣候適
應能力。她同時指出，香港及大灣區應該推動綠色金
融。

內地防汛專家：意義重大
珠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常務副主任何治波分
析指，粵港澳大灣區地處珠江流域下游，範圍覆蓋廣
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
山、江門、肇慶、香港、澳門，人口約 7000 萬，在
國家發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戰略地位，是全球四大灣區
之一，因此保障大灣區水災害、水資源、水環境、水
生態安全意義重大。

注重災前預防減災害風險
何治波續表示，對此要有兩個堅持，即是堅持以防
為主、防抗救相結合；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
統一。他同時指出，這需要 3 個轉變，即從注重災後
救助向注重災前預防轉變；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
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他進
一步說，做好相關工作要強化 「兩個把手」，即補齊
工程短板；強化風險管理。他闡釋說，要在大灣區做
好加快流域控制性工程、病險工程除險加固、重點區
域排澇能力、建設重點海堤等等。而升級防禦工程體
系方面，則要升級江海堤防、河口泄洪整治等工程，
以綜合提升大灣區防洪排澇的能力。他更稱要建立好
五大體系，即組織指揮、工程防禦、防禦預案、預警
預報調度，以及群防聯控。

▲2013 年 5 月高逾 16.5 米的巨型黃色橡皮鴨曾浮游
維港，停靠在海港城海運碼頭，供遊人觀賞。
◀全長 37 米的巨型公仔 「COMPANION」 於維港正
式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前來觀賞，消防輪在旁噴水歡
迎。
記者 崔俊良攝
放鬆的感覺。

登摩天輪欣賞最佳下周日結束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加祺報道：由美國藝術家
KAWS 設 計 、 長 37 米 的 巨 型 灰 色 充 氣 藝 術 裝 置
「
COMPANION」，昨日由兩艘躉船拖至金鐘添馬
公園對開，展開 「」維港之旅，從即日起至月底展
出，吸引不少市民及遊客到現場 「打卡」留念。

滅火輪噴水迎「COMPANION」
曾在首爾及台北展出的《KAWS:HOLIDAY》第三
站來到香港維多利亞港。全長 37 米、巨型灰色充氣藝
術裝置 「
COMPANION」，前晚在西九海面 「借宿
一宵」後，昨日由兩艘躉船拖至金鐘添馬公園對開，
「游」到公眾面前，並舉行開幕儀式。而消防處 1 號
滅火輪 「精英號」亦有在場噴水表演助興，今次亦是
滅火輪首次參與本地藝術活動。
負責策劃的創作總監林樹鑫在活動開幕禮致辭時表
示 ， 躺 臥 在 維 港 的 「COMPANION」 看 似 輕 鬆 自
在，但策劃在維港海域上並不簡單，因維港海面不時
有浪，固定位置有難度，故展出時有很大挑戰，而公

仔的底樁有約 40 噸重。他指，花了約 8 個月籌備展
覽，因要度身訂造製作充氣公仔。
而美國藝術家 KAWS 亦指，今次的充氣公仔較大
型，相比台灣的坐姿，香港站的公仔是橫在海
上，因香港是個繁忙的城市，期望為香港市民帶出

今次展覽亦是 「香港藝術月」的其中一項活動，主
辦單位期望市民和遊客來觀賞時，可以放下繁重工
作，享受放鬆無憂的氛圍。《KAWS:HOLIDAY》香
港站的展期由即日起至下周日（3 月 31 日）於維港展
出。市民除了可到金鐘添馬公園對開海面，即中西區
海濱長廊-中環段近距離觀賞作品及 「打卡」留念
外，也可以登上摩天輪欣賞及拍照，遠距離補捉
「COMPANION」最標誌性的 「
X X 眼」。

容偉業暴動襲警罪成候判
【香港商報訊】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 4
人涉嫌於 2016 年 2 月初旺角騷亂中參與暴動一案，
陪審團自周一中午起退庭商議 4 天後，昨午宣布裁
決。梁天琦獲裁定暴動罪脫，但仍須就原審時的一
項暴動罪服刑； 「美國隊長」容偉業被裁定 2 項暴動
罪及 1 項襲警罪成立，現還柙至下月 4 日待判。李諾
文和林傲軒則分別獲判無罪。
陪審團今午宣布裁決如下：梁天琦暴動罪脫；李

諾文、林傲軒暴動罪脫；容偉業 2 項暴動及 1 項襲警
罪成立，保釋被撤銷，還柙候判。
陪審團向法官表示，他們經過深入討論後，認為
無合理機會就容偉業面對的非法集結控罪達成有效
裁決，比數為 5 對 4，但已就其餘控罪達致裁決。
法官感謝陪審員工作，豁免他們未來 6 年出任陪審
員，並將每天津貼提升至 1000 元。警方會提供車
輛，陪審員可選擇乘車離開。

何治波表示，保障粵港澳大灣區水資源、水環境、
水生態安全意義重大。

朱敏健 4 月出任
平機會主席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政府昨日宣布委
任朱敏健為平機會主席，由今年 4 月 11 日起生效，為
期 3 年。朱敏健曾在廉政公署工作共 35 年，退休前為
執行處處長，也曾帶領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
秘書處 5 年多，擁有豐富的公共服務經驗。政府發言
人表示，朱敏健公共服務經驗豐富，處事公平公正，
不偏不倚等，期望在他領導下，平機會能繼續積極推
廣平等機會及消除歧視。
平機會亦歡迎有關委任，認為朱敏健服務廉署多
年，並曾出任監警會秘書長，具備深厚的調查、執
行、管理和公共行政經驗，尤其對處理市民的投訴和
保障人權有豐富經驗，期望在朱敏健的引領下，能進
一步邁向平機會的願景。政府及平機會均感謝即將卸
任的陳章明任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