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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司長同聲指國安法除障

港邁向大治打拼經濟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
道：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條例草
案，上周三(14 日)在立法會首讀及
二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表示，香
港正進入良政善治的新時代，在社
會穩定、和諧的大環境下，特區政
府可聚焦處理社會深層次問題，順
利推展利國、利港、利民的政策，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香港
邁步走向 「大治」 。立足當下，放
眼長遠，香港的前景是亮麗的。
張建宗在網誌指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立竿見
影，令香港由亂變治，社會恢復平靜。國家安全是
發展的憑藉，國安威脅一日不根除，香港難言發
展。過去的議會亂象令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同
時揭示現行的選舉制度存在明顯的漏洞。反中亂港
分子利用選舉漏洞進入香港特區管治架構，嚴重干
擾政府施政，意圖藉選舉奪權，危害國家安全、主
權和發展利益。若不完善選舉制度，香港將永無寧
日。

張建宗：爭分奪秒完成選舉修例
他續稱，繼去年制定香港國安法後，中央政府主導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從憲制層面擔起責任，行使中央
權力，為特區解困。在這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會全面
準確有效貫徹全國人大的 「決定+修法」，捍衛國家
安全和政權安全，確保特區管治權掌握在愛國愛港者
手中。
張建宗表示，特區政府正爭分奪秒配合立法會的審
議工作，爭取下月底前通過《條例草案》，以開展大
量選舉籌備工作。未來一年，籌備選舉的工作很繁
重，特區政府會不負使命，按 3 場選舉﹙即選委會選
舉、立法會選舉及行政長官選舉﹚的時間表進行。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左圖)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右圖)俱指出，維護好國家安全，社會才可穩定發展。
網誌配圖
他說，香港正進入良政善治的新時代，在社會穩
定、和諧的大環境下，特區政府可聚焦處理社會深層
次問題，順利推展利國、利港、利民的政策，力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讓香港邁步走向 「大治」。立足
當下，放眼長遠，香港的前景是亮麗的。

陳茂波：經濟安全是沒硝煙戰爭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在網誌指出，經濟安全是國家
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幾十年，試圖通過破
壞別國的經濟、擾亂其金融，造成其社會不穩、政治
動蕩，以推翻其政權的例子屢見不鮮。一些所謂制
裁、經濟封鎖，甚至以貨幣結算作為武器，無非是想
通過經濟和金融手段，迫使別國就範甚至摧毀其政
權。可以說，確保經濟領域安全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
爭。
他提到，經濟蓬勃發展，才有資源、有力量改善生
活，也為自己提供安全保護。沒有安全穩定的政治和
社會環境，經濟便難以發展起來。國家安全是經濟發
展的前提，經濟發展是國家安全的保障。兩者必須統
籌兼顧，相互促進。在經濟範疇，除了需要有機遇意
識以謀發展，還須有風險意識做好防禦，並以底線思

聶德權應香港政協青年聯會邀請為政
情班作主講。
聶德權 圖片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表示，掌握和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內涵要
義；具備大局觀，能與內地溝通；能關顧各方訴求及
利益；有制訂政策所需的分析、邏輯思考能力；跨
局、跨部門的統籌協調能力；多以用家角度去審視政
策措施；具備向持份者，公眾和媒體解說的能力等，
都是管治人才的核心要素。他稱，香港由亂及治，相
信前路仍然困難重重、挑戰處處，但深信在香港新章
的開啟下，機會仍然處處，歡迎有心志有能力的人加
入政府。

講述管治人才的核心要素
聶德權在其 Facebook 專頁表示，日前應香港政協

維，力建設安全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建立抵禦內部
及外部衝擊和威脅的能力。

要堅守聯匯維繫社會和市場信心
陳茂波指出，金融是經濟的命脈，金融安全是經
濟安全的基石。首要任務是要守住不能發生系統性
金融風險的底線，當中貨幣體系穩定是重中之重，
要堅守聯繫匯率制度，作為維繫社會和市場信心的
基礎。此外，在助力國家金融開放的過程中，香港
須發揮好試驗田和防火牆的角色，緩減以至阻止境
外市場風險傳導到內地市場。與此同時，確保金融
體系不會被利用來進行違反國家安全活動，除了全
力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融資，還須打擊違反國安法
的資金活動。
他強調，經濟安全必須建基於政治穩定、社會安
全。去年國家就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從法律上堵塞了
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漏洞，完善了國家安全的制度
保障。今年國家再為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貫徹落
實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加上特區政府正就基本法
第 104 條完善公職人員的宣誓安排，香港在國家安全
方面的體制和執行機制將進一步得以健全。

青年聯會邀請，為政情班主講，內容包括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香港特區政治體制，以及行政機關及公務員
隊伍的角色和責任。他以政策措施作為案例，分享特
區政府管治人才的核心要素，鼓勵有心志及能力的人
才加入特區政治體制。
聶德權提到，特區政府行政機關及 18 萬公務員隊
伍作為香港政治體制重要組成部分，如何有效推動這
個龐大的系統做事，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推出涉及跨
部門、跨專業人員才能運作成功的項目，他分享了過
去一年處理過的幾個重點項目，包括與抗疫有關的接
載滯留在湖北武漢的港人回港、指定檢疫酒店計劃、
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和目前在進行的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另外是要求公務員宣誓和簽署聲明安排等。

金融服務會計界選委代表性俱增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立法會在上周三
為《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進
行首讀及二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在網誌
表示，希望《條例草案》能夠在 5 月底之前三讀通
過，以便政府開展接下來大量的選舉籌備工作。他強
調，條例重點之一是優化選舉委員會的構成並賦予其
新職能，以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增強選委會的代表性，同時擴大均衡有序的政
治參與。
許正宇指出，在選委會各個界別分組中，與財庫
局直接相關的是金融服務界、金融界、會計界及保
險界，而金融服務界及會計界的選民資格及組成將
有所調整，金融界及保險界則維持不變。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獲發牌、並有權在 8 個金融行業組織

中表決的團體，將有資格登記成為選委會投票人。
此外，合資格投票人亦包括有權在金銀業貿易場理
監事會表決的團體。他們都是本地金融業界的翹
楚，市場經驗豐富，深具愛國愛港情懷，多年來為
香港金融市場默默打拼，亦為內地金融市場的開放
及發展出謀獻策。

許正宇：確保均衡有序參與
他又指，會計界選委會的席位將分別由個人提名及
團體選舉產生，席位各佔一半。個人提名方面，將由
國家財政部聘任的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商產生，並經
由這些專家組成的 「香港會計諮詢專家協會」提交。
這些專家除了是香港會計業界的精英，亦會參與建設
國家的會計制度，為制訂及優化準則提供意見。納入

西樓角花園巧變城市綠洲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香港人煙稠密，
鬧市中的公園讓人心曠神怡，然而很多舊式公園因為
設計問題導致使用率偏低。荃灣市中心的西樓角花園
經建築署團隊悉心設計重建後，變身城市中的綠洲，
除令市民可更輕易到達，亦新添室內多用途室等多項
新功能。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日讚揚建築署團隊細心
高效，以創新思維，為市民帶來更多既創意又環保的
設計。
荃灣西樓角花園建於 1987 年，佔地 2748 平方米，鄰
近荃灣港鐵站，因缺乏與港鐵站出口及區內行人天橋
網絡同一水平的直接通道，使用率一直偏低。黃偉綸
昨日在其網誌介紹，該公園於 2016 年手重建，主要
考量是如何讓市民可以輕易到達。
負責項目的建築署建築師盧宜璋說： 「重建前的公
園被大廈包圍，四邊有一幅 2.5 米高的圍牆，我們拆掉
圍牆，改以 1 米高的綠化屏障把公園和附近道路隔
開，令景觀更開揚、空氣更流通。」
為解決進出西樓角花園的不便，建築署把半個公園
「升高」，興建一個平台花園，連接區內行人天橋，
直通港鐵站出入口，令公園四通八達。
建築團隊以清水混凝土和中國傳統的窯燒青磚作為
主要建築材料，並以木條裝飾室內牆壁和屏風，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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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港公署嚴斥
外國干預港法治
【香港商報訊】針對美國、英國、歐盟一些政客對
香港特區法院依法判刑黎智英、李柱銘等人作出無端
指責、惡意抹黑，甚至公然 「
呼籲放人」，外交部駐
港公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嚴正指出這
是對特區法治與國際法治的雙重褻瀆與踐踏。
發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有關人士因組織參
與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被判刑，事實依據充分，程序
完全合法，判決依法公開。而一些外國干預勢力常把
法治掛在嘴邊，卻一再將違法犯罪分子美化為 「
民主
鬥士」，阻撓特區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將政治操弄置
於特區法律之上。

促停止包庇及美化犯罪分子

聶德權：鼓勵有志者加入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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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西樓角花園重建，把半個公園 「升高」 為平
台花園。
自然、柔和、舒適的感覺。另外，室內高樓底的設
計，有利自然風的輸送，減少使用空調；日光亦透過
玻璃和高窗進入室內，有助減少照明耗電，同時提高
室內空間感。

這些專家提名產生選委會委員，有利於選委會在履行
職能時更多從建設國家和香港的考慮出發，作出符合
國家和香港利益的選擇。在團體選舉方面，根據《專
業會計師條例》註冊，及根據《財務匯報局條例》所
界定的註冊公眾利益實體核數師，將可登記成為團體
投票人，既保留業界代表性，亦確保會計師均衡有序
參與。
許正宇總結稱，以金融服務界及會計界的選委產生
辦法為例，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修改將構建一套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與香港共同利益，有利於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民主制度。這將有效堵塞現
行選舉制度中存在的漏洞，落實 「愛國者治港」，為
提高管治效能創造空間及條件，讓香港重回正軌、重
新出發。

多數受訪房戶
不滿租管新建議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房租務管制研
究工作小組上月底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制訂有強制
條款的 「標準 租 約」，續 租 的 租 金 加 幅 不 得 超 過
15%。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本月透過網絡成功訪問了
432 名不同地區、住在房、床位或板間房等的不適
切居所的租戶。當中發現 73%人不滿工作小組每兩年
加租不多於 15%的建議，他們認為租金本身已十分高
昂，即使低於 15%亦太高，76%人認為每兩年加租的
幅度應不得多於 5%。
調查亦發現，81.7%人反對要繳交 2 個月按金的建
議，84.7%人認為 1 個月按金較合理，44.2%表示連 1
個月按金也無錢交，36.3%人表示怕業主藉口不退還
按金；98.4%人認為政府要規管房租金定價，71%
人認為規管房定價能有效改善他們的住屋情況。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建議，差餉物業估價署測定分間
單位市值租金，制訂 「
房租金指數」，按年監測基
層市場可負擔水平，並以個別單位估值租金水平，規
定業主分間單 位 後， 總 租 金 收 入 不 能 高 於 租 值 的
120%，有需要時介入市場規管及提供協助。

發言人表示，相關人士 「
假仁假義」地稱 「
要與香
港人民站在一起」，卻無視特區主流民意，一再損害
特區法治與繁榮穩定，站在港人的對立面。相關人士
言必稱維護國際規則，卻一再踐踏國際法與國際關係
基本準則，肆意插手香港事務與中國內政，充分暴露
出其對國際規則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雙重標準。
發言人強調，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法治核心要
義，任何人都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敦促有關
國家恪守不干涉內政等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切實尊重法治精神，摒棄虛偽的雙重標準，停止
包庇和美化違法犯罪分子，停止損害香港法治與司法
獨立，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發言人又指，
任何干預和施壓都注定是徒勞，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
的腳。

英美妄言批判決
市民請願表不滿

香港善美大聯盟成員到美領館請願抗議，不滿橫加
干預中國內政。
記者 蔡啟文攝
【香港商報訊】記者葉珮如報道：英、美兩國近
日多次對香港特區法院就反對派人士的判決發表妄
言。昨有請願人士分別到英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及美
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請願，譴責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
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發言，強調香港的事屬中國
內政，亂港者罪有應得，判決合情合理，不容兩國
指指點點，要求兩國不要再用雙重標準心態干預香
港事務。
香港善美大聯盟成員昨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請
願，並朗讀信件，批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香港法院
依法判決一批反中亂港分子說三道四，嚴重干涉中國
內政。此外，一批市民昨午到英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請
願，對日前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涉港言論表示強烈不
滿和憤怒，並批評藍韜文的要求是粗暴干涉中國的內
政，干涉香港司法獨立的行為。

男子瞞接種紀錄
先後打 3 劑疫苗
【香港商報訊】衛生署表示，接獲報告指一名 32
歲男子未透露自己疫苗接種紀錄，在私家醫生及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一共接種 3 劑新冠疫苗，包括 2 劑復星
及 1 劑科興疫苗。衛生署提醒所有參與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的醫生在為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前，要先檢查相關
疫苗接種紀錄。
衛生署於 3 月 28 日接獲一名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報
告，該名醫生在當天為一名 32 歲男子接種一劑科興
新冠疫苗後，始發現該名人士在醫健通系統上的疫苗
接種紀錄顯示他於 3 月 12 日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
一劑復星疫苗。該名人士在診所接種疫苗前曾諮詢醫
生，但未有透露自己已接種第一劑復必泰疫苗。根據
醫生報告，其後覆診跟進該名人士的健康情況時，已
建議他不應再接種另一劑新冠疫苗。但有關人士沒有
遵從私家醫生的建議，並於 4 月 11 日在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再接種另一劑復星疫苗，即第三劑新冠疫苗。他
當時也沒有向疫苗接種中心的人員透露完整的疫苗接
種紀錄。
衛生署已特別為有關人士安排醫療跟進；至今未有
接獲他就接種疫苗出現不適的報告。

衛生署提醒醫護先檢查紀錄
衛生署亦已向有關私家醫生發信給予建議，以及發
電郵提醒所有參與計劃的醫護人員，在接種新冠疫苗
前應按指引先檢查相關疫苗接種紀錄，且必須跟隨指
引，為合資格人士接種。
衛生署強調，現行網上預約及醫健通系統已設有機
制，確保疫苗接種安排符合要求，並已加強系統的管
理措施，以支援不同場境的疫苗接種工作。該署強烈
呼籲市民，應向醫護人員提供準確的醫療和疫苗接種
紀錄，並聽從醫護人員就新冠疫苗接種作出的建議。
接種混合疫苗的做法存在不確定性，涉及一定風險，
且仍在試驗階段，須在醫護人員的監督下進行。
此外，署方早前跟進有私家醫生，為非香港居民接
種第一劑科興疫苗的事件，目前涉及 9 位接種人士。
署方已提醒涉事私家醫生，以及所有計劃的醫護人
員，必須跟隨指引，向合資格的人士接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