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出席 「2012
十大港聞選舉」 時表示，南丫島撞船事故
最讓她觸動和難忘，她代表政府再次向傷
者及死難者家屬表示慰問。她指出，事件
表現了本港公務員在處理突發事故時專業
、高效率和無私的精神，她呼籲傳媒在社
會充斥着負面能量的時候，能讓市民聽到
正面的聲音，增強香港的正能量。她亦肯
定了本港傳媒的監察作用。

本報記者 張 媞

林鄭選十大港聞

《港法關係—由19世紀至今》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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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被人欺負，宇文劍真係睇唔過眼
。日前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第一場諮
詢大會，就被那些暴民 「蝦到上面」。建
議高官不要害怕，有人口出狂言，便要即
時反駁。

是次諮詢大會上，出席的四位高官包
括特首梁振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民政
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全場一個多小時，大部分由某電訊台職員
發問。其中有電訊台發問者質疑政府 「官
商勾結」，為何遲遲不發免費電視牌照；
另有發問者罵曾德成 「我見到你笑，我哋
唔係講笑」。

罵政府 「官商勾結」，以質疑的口脗
，雖然不是行動上的暴力，但出口傷人，
也是一種暴力。無疑這顯示香港有自由、
有民主，特別是有民主，因民主是多元的
，人民愛怎樣就怎樣。但到了一個階段，
毫無理由、毫無邏輯、毫無證據罵人（如
果有證據，他大可以肯定地說 「你們官商
勾結」。用質疑口脗即是沒有證據）便是
民主的一種負面後果。對此梁振英回應道

： 「這個政府是扎實做事的，是不會官商勾結的。說
這話要拿出證據來，我都好想聽吓。」這就駁斥得很
好。那人馬上不敢出聲，後排 「長毛幫」的噪音也登
時減弱。

罵曾德成 「我見到你笑，我哋唔係講笑」的話本
身就很可笑。台上主講者對台下笑笑，你不喜歡，就
隨便罵人 「點解笑」。對很多人如宇文劍而言，曾局
長這是禮貌的笑。「笑吓都唔畀」，這不是暴民政治是
什麼？曾局長其實不必太忍讓這些人， 「我笑，只是
禮貌的笑，你愛對號入座我也沒辦法」。只需嚴正
得體地據理駁斥，這些人日後便不敢這樣放肆了。

建議高官每天開早會溝通時，大家通一下氣
，有需要時要 「回敬」無理取鬧的人，當然
「回敬」要基於理據。適當時對惡人還以顏

色，強勢也由此點滴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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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日前向所屬工作人員發
出通知，要求中聯辦官員在主禮或參加香港社會各界組織的
活動時不互贈紀念品。通知說，為宣導節約、環保理念，減
少浪費，今後中聯辦人員應邀主禮或參加社會活動時，將提
前與活動主辦方溝通，一般不接受、不贈送主禮紀念品。但
可應活動主辦方安排，代為贈送主禮紀念品。

中聯辦官員出席社會活動
宣揚環保 不互贈紀念品

【本報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展開上任後首
次訪問北京行程，主要拜訪鐵道部、交通運輸部及國務院港
澳事務辦公室的官員討論運輸和交通問題。他出發前表示，
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都是重要的跨境項目，他相信，與
北京相關部委的會面中會提及，而兩個項目都預期能夠如期
完成。隨同訪京的有運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運輸）黎以
德和運輸及房屋局副秘書長潘婷婷。他會在今天結束行程，
傍晚返港。

張炳良拜訪官員
討論運輸和交通

【本報訊】十月一日南丫海難發生至今兩個多月
，港燈為受影響人士而設的公眾籌款活動將於本月十
六日結束，預計可籌得善款超過港幣六百三十萬元，
並將於明年一月開始向遇難者家屬及傷者陸續發放。

港燈早前成立監察委員會，並開會商討分配準則
及細節，以妥善處理捐款。委員會成員包括社會服務
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資深律師郭琳廣、瑪麗醫院行
政總監陸志聰醫生、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義務司庫趙
世存和港燈人力資源總經理陳麗綺。

會議上，委員會一致通過，除部分捐款有指定的
受惠對象外，其他捐款一律以 2：1（死者：傷者）
比例，分配予南丫四號上合共一百二十七名乘客，以
表達公眾人士的心意。

委員會並議決，目前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管理
的捐款戶口（滙豐銀行：004-808-6-000927）將運
作至本月十六日（郵遞支票以郵戳所示日期為準），
其後收到的所有捐款，以及無人領取的捐款，均會轉
贈予香港公益金作慈善用途。如受惠人士希望將善款
轉贈其他慈善機構或用途，亦歡迎他們自行安排。

港燈在意外發生後啟動的各項籌款活動，除市民
直接存入募捐戶口的善款外，早前透過公開拍賣一幅
由善長捐出的饒宗頤教授墨寶 「積善餘慶」亦籌得港
幣六十萬元。

另外，在和黃集團全力協助下，在 10 月底至本
月初於旗下超級市場、屈臣氏、豐澤電器及屈臣氏酒
窖等設置捐款箱，亦收集到不少市民捐款。

630萬善款全數捐死傷者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第二屆蘇港澳青年精英論壇
昨日在會展中心舉行。本屆論壇以當前 「文化產業發展方向
與青年責任」為主題，由來自江蘇的常州、鎮江、宿遷三市
領導與港澳地區青年社團領袖集體討論。中聯辦副主任王志
民、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江蘇省副省
長傅自應、香港特區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等嘉賓出
席論壇開幕式。

江蘇省副省長傅自應表示，江蘇是內地開放程度最高的
城市，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已與香港、澳門合作，截至今日，
港澳已成為其第一大對外投資目的地，兩地在江蘇投資項目
超過3.2萬個，實際投機金額超過2000億美元。他指出，江
蘇省早前提出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的 「十二五」規劃，未來三
地將在文化產業方面加強合作，這有賴於青年精英的共同努
力。他鼓勵年輕人創業，並肯定了青年企業家對社會的貢獻
。他希望蘇港澳青年人增進彼此了解，歡迎到江蘇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江
蘇省青年商會副會長容永祺表示， 「香港青年了解國情、國
家，從江蘇開始是不錯的選擇。」他表示，江蘇在科研領域
人才濟濟，近年來更是通過發展文化產業等新型經濟尋求轉
型，而港澳有很多專業人才，香港政府亦成立了如香港舞蹈
團、話劇團、管樂團等多個與文化產業有關的團體，可為江
蘇提供很好的資源和經驗。

楊立門指出，蘇港政府都致力於將文化產業打造成支柱
產業，應加強以青年人為主題的交流活動以交換經驗。全國
青聯副主席、澳門青年聯合會會長、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
長馬志毅認為，三地的青年應該 「合作求發展」，在旅遊、
文化、商貿等領域加強交流。江蘇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張國
梁表示，文化產業是朝陽產業亦是風險產業，為年輕人提供
了機會和就業選擇，他鼓勵青年人發揮創造力、想像力，亦
強調政府應遵守自由市場的機制，適當引導，並為培養青年
人才創造法制環境和社會氛圍。蘇港青年交流促進會亦於本
屆論壇成立。

蘇港澳青年精英論壇
促加強文化產業合作

林鄭月娥在出席媒體機構聯合舉辦的 「2012 十
大港聞選舉」時表示，在候選的 30 條新聞中首選投
「南丫島賞煙花船與小輪相撞沉沒，39 人遇難，全

港哀悼」。她表示，南丫島事故發生後，她參與了處
理此突發事件，並親自探望傷者及死傷者家屬，亦出
席了死者的喪禮，感到 「震撼」和 「哀痛」，她再次
代表政府向死難者及親人表示哀悼和慰問，希望他們
早日撫平傷痛。

林鄭月娥表示， 「在社會上充斥着負面及批評聲
音的同時，希望有正面的聲音能透過傳媒，報道給市
民，向廣大民眾發放正能量。」她指出，從這件重大
事故中，可看到香港公務員的專業、高效率，及無私
的精神， 「無論是參與搜救的消防員、警員、飛行服
務隊以及前線的醫務人員，以至支援死傷者家屬的社
會福利署及民政事務總署的同事，他們的專業，緊守
工作崗位的態度，都受到家屬及社會各界的認可。」

徹底調查撞船事故
林鄭月娥希望政府能從事件中吸取教訓，她說，

行政長官在事發第二天，已經宣布成立法定的 「獨立
調查委員會」詳細調查撞船的原因，以徹底、公開的
調查方式向公眾交代，並已於本周三開始了初步的公

開聆訊，她相信調查委員會會徹底調查撞船事故，為
特區政府提供如何跟進的意見。

林鄭月娥亦肯定了本港傳媒的監察作用，她表示
，無論是支持還是批評特區政府的新聞同樣重要，並
表示報道新聞是傳媒的天職。

此次 「2012 十大港聞選舉」分公開組及學生組
兩個組別，邀請全港市民透過多種媒體參與投票，參
加者在候選的30條新聞中選取10條，填妥參加表格
，以郵寄或傳真遞交，亦可透過手機、互聯網投票，
活動於2013年1月1日截止。

南丫島海難居首

▲蘇港澳青年精英論壇昨在港舉行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梁愛詩：港有責任為23條立法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在北京出席清華大學 「一國兩制」研討
會時重申，香港在憲制上有責任為《基本法》23 條
制定法例，而立法的目的不是控制香港人的言論自由
和思想自由。而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認為，香港要知
自己的價值所在，優良的司法制度是香港保持優越地
位的一個關鍵，也對國家有重要的影響。

對於中央對香港行使的權力，梁愛詩認為，不應
該單單限制在國防及外交事務。她在演講時指出，有
人指除了國防和外交事務，中央政府不能對香港特區
政府做任何事情，這是不正確的。梁愛詩說，中央政
府亦有責任任命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香港的政制發
展，香港與其他國家的關係，這些都不是可以隨意詮
釋的，而是《基本法》規定的。她又指，推行國民教
育並不是要為學生 「洗腦」，事實上，要在香港進行
「洗腦」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梁愛詩早前曾指出在 「50 年不變」下，法制
是持續演變的。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在接受樹仁大學
《仁聞報》訪問時，亦談及相關問題，他強調， 「香
港的強項及對國家的貢獻是我們有一個經歷得考驗及
好有果效的一個法律制度，以法治精神及司法獨立作
為關鍵，我們的法制好好，對香港、對國家都好，我
期望 50 年以後，亦可有這個持之以恆的優點可繼續

發揮，幫到香港，幫到國家。」對於 「五十年不變」
的原則，黃仁龍表示，要以《基本法》作為藍圖，50
年都要按《基本法》原則去做，不同的法律體系要繼
續延續， 「我的理解就是要根據《基本法》條文來實
踐，早前李國能說，我們到 2030 年要再看看如何做
，大家還要努力去處理。」

黃仁龍：港司法引以為傲
對於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卸任時以 「暴

風雨」來形容香港現狀，黃仁龍坦言，不了解他的話
是什麼意思。他說，香港的司法制度很好，司法獨立
傳統很有根基，是數一數二的。終審法院聲譽亦很高
，判例在海外也有被引用，很多大問題，法院的判決
都可一錘定音，對香港穩定很重要，這是值得引以為
傲的。 「我看不到有什麼削弱，一直也有好多法律人
才投身司法界，這是我們的強項，要保持審慎，要持
正不阿去處理公義事情，社會才有期望。」

黃仁龍又指，看不到 「一國兩制」有什麼大改變
。他認為，香港的基礎是好的，美國和英國隔一段時
間會研究本港 「一國兩制」的實踐，大體來說大家都
認同實踐非常成功。 「香港要知自己的價值所在，優
良的司法制度是香港保持優越地位的一個關鍵，也對
國家有重要的影響。」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1862 年，第一位
來自法國的年輕領事抵達香港，揭開了法國官方在港
150 年的歷史。為慶祝港法關係150 年紀念，法國駐
港澳總領事館出版了《港法關係——由 19 世紀至今
》一書。書中收錄了很多珍貴的歷史照片，也有許多
鮮為人知的故事，比如：功夫巨星成龍是在法國領事
官邸開始他的功夫生涯；而紫荊花亦是由法國神父最
早在港發現並分類。

《港法關係——由 19 世紀至今》有法語及英語
兩個版本，本周在香港各大書店開售，法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昨日舉行記者會介紹這本新書。書中記載了由
19 世紀至今不同的法國人物來到香港的故事，從外
交官、傳教士、商人、藝術家，不論是著名的或無名
的，全都滿載傳奇。他們的故事也正為香港這個充滿
活力的城市作出生動而深刻的描繪。

法 國 駐 港 澳 總 領 事 栢 雅 諾 （Arnaud
BARTHELEMY）表示，書中的很多故事會出乎大家
的意料。 「我想你肯定不知道香港著名演員成龍曾經

在法國領事官邸習武，因為五十年代時他的父母在官
邸工作。」栢雅諾還指出，這本書可以告訴你法國駐
港領事一直都關心什麼，其中有一樣就是：香港的樓
價。

他說，150年前的第一個駐港領事抵達香港之後
沒多久，撰寫的報告即是關於在香港高昂的生活費用
，特別是樓價。 「和我現在寫的報告應該沒多大區別
。」而紅酒推廣也是法國駐港領事持續關注和努力做
的工作，栢雅諾說，他們成功地保持了一個讓各方都
受益的公平競爭的環境，尤其是香港的消費者。

負責統籌編著此書的香港法國國際學校歷史教師
Francois Drémeaux則介紹說，香港的很多第一次原
來都是由居港的法國人創造，包括：1888 年，一位
法國牧師首次辨識並為紫荊花分類；1911 年，在香
港上空飛過的第一架飛機是由一名法國機師駕駛……

逾15000法國人在港居住
本書得到了行政長官梁振英，以及法國外交部長

費比亞斯（Laurent Fabius）作序。梁振英指出，在
150年間，香港和法國在科技、電影和航空方面共同
經歷了重要的發展。2011 年，港法雙邊貿易額超過
810億港元。費比亞斯指出，時至今日，隨着中國更
多亮相於世界舞台，越來越多的法國人來到香港。至
今，有超過15000法國人在港居住，超過800家法國
企業在港。回顧150年歷史，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對
港法合作的未來亦充滿信心。

▲梁愛詩在北京出席清華大學 「一國兩制」 研討
會時重申，23條立法並不是控制港人言論自由

資料圖片

▲南丫島撞船事故造成39人遇難慘劇，當局全
力協助死傷者及家屬 資料圖片

▲林鄭（右四）昨在2012十大港聞選舉揭幕禮上，與其他嘉賓及學生示範投票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栢雅諾展示新書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