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馮瀚林報道：民建聯
昨日舉行 「強化管治 尋找出路」 圓桌
會議，出席會議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
德權（圓圖）表示，在 「一國兩制」 之
下，公務員既是特區政府的公務人員，
同樣也是國家的公務人員，公務員在執
行職務及思考問題時，要考慮兩重身份。
公務員履行職責時，不管個人信念及政治理
念如何，也要忠誠於在任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

公務員執行好政策就是政治中立
聶德權表示，公務員事務局未來會加強對公

務員的培訓，首先是要強化國家觀念及意識，令
公務員理解憲法和基本法訂立的憲制秩序，認識

國家發展。其他培訓包括管理方面、創
新思維與科技應用，以及國際視
野等。

對於有些公務員參與違法行動
，甚至打着公務員旗號，公然反對
政府和政策措施等行為，聶德權回

應稱，政府一定會按照守則和規例處
理，而當局已正式跟進，並會謹慎和公

平處理相關個案。他續說，有些人以為政治中立
是 「兩邊都不幫」 ，但身為公務員，支持政策是
理所當然和責任所在，公務員執行好政策就是政
治中立。

民建聯會務顧問、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蘇錦樑分享其擔任問責官員的實踐經驗，強調政

府實際上與建制及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有良好的
溝通及合作。他認為，社會利益多元，立法會亦
有不同政黨，故無論特首是否具政黨背景，在爭
取立法會支持政策時，難免遇到困難。

會上，嘉賓均認同本港公務員具有很強的行
政能力，但政治敏感度卻稍嫌不足。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王卓祺
以其在中央政策組的經驗指出，公務員專業及行
政力強，有助官員快速回應政策訴求。香港政策
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強則建議政府應制訂
一套對政治事件的預警、評估及應對機制。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總結時表示，期望公
務員團隊必須與社會大眾重新連結，適應市民期
望政府快速處理政策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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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遷：有國安法才能安居樂業

聶德權：公務員須強化國家觀念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昨日舉辦全國兩會精神暨
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宣講分享會。陳子遷在會上做
分享。他說，5月24日下午，自己途經銅鑼灣時
代廣場，去南華會打球，結果碰到一群黑衣暴徒
破壞商舖。 「疫情好不容易有所緩和，艱難求生
的商舖終於看到一絲曙光，但這幫人光天化日下
搞破壞、堵路，不給商舖好好做生意的機會。我
當時真的很生氣，所以上前斥責了他們幾句。」

中央出手立法是「及時雨」
陳子遷說，暴徒用傘等硬物大力打他，其下

手之狠、喪心病狂的程度遠遠超出了他的預料。
「他們不停地敲擊我的頭部，我當時真係好害怕

自己會沒命。」

被襲已逾半月，陳子遷的手、頸部等處的皮
外傷正在慢慢復原中，但他近來有時會覺得容易
疲勞，希望不會留下後遺症。這場突如其來的暴
力 「私刑」 給陳子遷留下了心理陰影，也讓他深
深感受到， 「香港的黑暴帶來了一系列社會衝擊
，其嚴重程度，相信大家在過去一年都有很深的
感受。」 陳子遷指出，止暴制亂、回復繁榮穩定
是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項急務，如今中央出手制
定港區國安法，可謂幫助香港重回正軌的 「及時
雨」 ，他相信這項法案能夠成為應對黑暴的 「定
海神針」 。

身為律師，陳子遷一直密切關注港區國安法
的進展，他認為，港區國安法絕不會違背普通法
原則，而且只針對圖謀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

、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的極少數人，將更好地保障
香港市民的安全，絕大部分守法市民無需有任何
恐懼。

勸年輕人勿沉迷街頭暴力
陳子遷說，暴力事件發生後，香港律師會等

專業團體發聲譴責暴力，更有不少同行為他加油
打氣，令他非常感動。他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反對
暴力的，希望大家都能盡自己所能發聲，不要畏
懼暴徒一時的囂張氣焰， 「一味地保持沉默，將
令到那些步入歧途的年輕人越陷越深，我覺得這
不是中產、專業人士希望看到的，這是對整個社
會的不負責任。」

陳子遷表示，香港享有言論自由、集會示威
自由等，但年輕人需要謹記的是，打着遊行示威
的幌子，幹着動用私刑、阻礙交通、打爛商舖等
行徑，就是違法犯罪。他強調，年輕人要有守法
觀念，要加強法治意識，真心希望那些沉迷在街
頭暴力的青年不要繼續衝動下去， 「這樣只會毀
了自己，甚至造成更大的悲劇。」 陳子遷呼籲專
業人士發揮自己所長，正確解讀港區國安法，並
將客觀訊息帶給周圍人，所有人都行動起來，去
救救那些一時衝動走入窮巷卻不自知的年輕人。

「相信港區國安法可以成為應對黑暴的 『定海神針』 ，令香港在大亂之後
出現大治。」 早前遭黑暴私刑的律師陳子遷昨日出席港區國安法立法宣講分享
會時表示，國安立法刻不容緩。 「只有香港社會穩定，各行各業才能夠 『搵到

食』 ，市民才能回到安居樂業的正常生活狀態。」

律師遭黑暴私刑 盼盡快止暴制亂

龍眠山

社 評 井水集

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記者 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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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撐國安法
保障大多數人利益
【大公報訊】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港島聯）昨日

舉辦 「全國兩會精神暨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宣講分享會
」 。與會的多位代表委員強調，港區國安法能夠保障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保障絕大多數香港市民
的合法權益。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劉林指出，制定港區國安
法合情合理合法，相信社會各界能夠理性、客觀、準
確地理解立法用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表示，香港出現恐怖主
義，但現時未有相關法例處理，相信港區國安法立法
後，會嚴厲打擊相關恐怖主義行為，並會強化特區政
府，就國家安全的執法機制和能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島聯會長蔡毅說，制定港
區國安法具有必要性和迫切性，體現出中央政府對香
港特區的關心和支持，相信廣大香港市民能夠正確認
識、理解、支持港區國安法。

全國政協委員、港島聯理事長蘇長榮認為，港區
國安法能夠為 「一國兩制」 的行穩致遠保駕護航，保
障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港島聯常務副理事長周厚立指出
，港區國安法能夠保護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利益，定會
受到各界的積極支持。

全國政協委員、港島聯常務副理事長馮丹藜說，
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全
國上下一起譜寫了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又一壯烈篇章
，抗疫鬥爭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更堅定了我們的文
化自信。

金融安全漏洞必須堵住
「大笨象」 滙豐銀行近來一再成

為爭議熱點，而爭議源自其尷尬身份
：一家總部設於倫敦、但主要依靠香
港與中國內地賺取大部分利潤的英資
金融機構，時不時做下被指是背叛香
港及損害中國國家利益及人民感情的
事情。

港區國安法勢在必行，金融安全
的重要性更顯突出。英國政府反對港
區國安法，聽命於英國、服務於英國
利益的滙豐銀行會採取何種立場？支
持國安法是否出自真心？

這樣的擔心顯然不是多餘。在香
港回歸過渡期間，滙豐將總部搬去英
國，背棄香港。回歸後，中央既往不
咎，滙豐維持其在香港發鈔銀行的地
位，賺得盆滿鉢滿，每年以交稅方式
貢獻英國的庫房。但令人側目的是，
滙豐集團的管理高層中至今沒有一個
本地香港人，足以顯示其傲慢，只是
將香港當成賺錢工具；滙豐早前決定
一年內停止向股東派息，更反映其為
了保障英國的利益，隨時準備犧牲香

港股東的利益。
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更凸

顯滙豐成為美國打擊華為的重要一環
，是港區國安的軟肋。美國視中國為
主要對手，圍堵中國無所不用其極，
滙豐掌握大量敏感個人資料，會不會
為了利益或者壓力之下，再一次充當
美國的幫兇？在滙豐開設賬戶的工商
界人士尤其是愛國人士，能不擔心也
淪為人質？

在港區國安法問題上，滙豐的表
現也耐人尋味。在香港各界踴躍支持
國安法的情況下，滙豐銀行卻保持緘
默，直至其立場受到廣泛質疑後，才
貼出一張其亞太區行政總裁前往街站
簽名支持國安法的照片，而附帶的說
明語句含糊其詞，並沒有出現 「國安
法」 三個字，明顯是不甘不願。饒是
如此，英國政客仍大表不滿，欲對滙
豐興師問罪。

國安法事關大是大非，在魚與熊
掌不可兼得的情況下，滙
豐不能繼續首鼠兩端。

阻擋港區國安法純屬痴人說夢
港區國安法勢在必行，引起反中

亂港勢力極大恐慌，他們不甘心失敗
，一方面大肆 「妖魔化」 港區國安法
，一方面揮舞「制裁」大棒及組織 「新
八國聯軍」 。然而，開弓沒有回頭箭
，中央立法決心堅定不移，任何人阻
撓國安立法無異於痴人說夢，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強調 「決定了的事，就會
堅決地做」 ，可謂擲地有聲。

反中亂港勢力如此忌憚、仇恨國
安法，證明國安法立對了，擊中其痛
處。當然，我們不會低估反對勢力 「
最後的瘋狂」 。可以見到，立法會三
讀通過國歌法的過程中，有政客喪心
病狂地發動 「臭彈」 攻擊；被反對派
控制的十七個區議會成立所謂 「議政
平台」 ，繼續鼓吹 「港獨」 ；支聯會
無視 「限聚令」 在維園舉辦的非法集
會，再現 「港獨」 標語。亦有 「港獨
」 組織策動六月十四日搞所謂 「三罷
」 ，孤注一擲。戴耀廷近日活動頻繁
，以 「軍師」 角色充當策動反對派盲
反國安法的幕後操盤手，等等。

香港反對派蠢蠢欲動，得到國際
反華勢力的密切配合。繼美國宣布制
裁香港後，一個名為 「跨國議會對華
政策聯盟」 的組織日前成立，聚集了
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八
個國家加上歐盟的對華鷹派政客，叫
嚷着要對華「強硬」。

眼前的一幕，彷彿要重演十九世
紀末八國聯軍侵華暴行，香港反對派
則扮演 「帶路黨」 角色。然而，一百
多年過去了，時空已截然不同，西方
列強欲借香港搞事以重溫舊夢，注定
是南柯一夢。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毛澤東已
對國際反華勢力發出 「小小寰球，有
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
幾聲抽泣」 的嘲笑，而經過幾十年改
革開放，中國早已不是吳下阿蒙，怎
麼可能再讓西方國家在中國的香港頤
指氣使？怎麼可能坐視洋奴漢奸肆意
亂港禍國？

港區國安法涵蓋 「分裂國家、顛
覆政權、外力干預、恐怖活動」 四類

罪，有的放矢。正如駱惠寧主任重申
，國安法針對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
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保護的是廣大
香港市民享有的各種合法權利與自由
， 「宣布了的事，就會切實兌現」 。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在密鑼緊鼓地
起草港區國安法條文，也在認真傾聽
香港各界意見。連日來，香港社會為
國安法而歡欣鼓舞，由三百萬市民簽
名力撐，到工商界重量級人士紛紛發
聲支持，再到過去一周港股 「五連升
」 ，恒生指數創三個月新高，樓市指
數也創今年新高，足證國際投資者為
國安立法投下信心一票。

回歸二十三年來，香港各方面取
得明顯進步，同時也累積了深層次矛
盾，在此關鍵時刻，中央為香港制定
國安法有如及時雨，將成為維護 「一
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最堅強保障。連
日來香港暴雨傾盆，雷聲陣陣，清新
了空氣，洗刷了大地，如同國安立法
一樣，震懾了蛇蟲鼠蟻，香港將迎來
嶄新的未來。

▲市民連日來以各種形式表達撐國安立法，反 「獨」
反黑暴的心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