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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17℃-21℃
大致多雲

214 17 35 37 39 46

-
二獎：無人中

每注派106,100元
三獎：72.5注中

48,792,423元
下期多寶／金多寶獎金

-
頭獎：無人中

六合彩攪珠結果
第17期攪出號碼

Ta Kung Pao

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辛丑年正月十六日 第42210號
今日出紙二叠七張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2021年2月27日 星期六

科技部：挺港承擔國家基礎研究
詳刊A4

美債危機引爆 恒指瀉千點
詳刊A15

愛國者治港去咗邊？

報道獨家新聞
熱話

黑暴期間被指縱容貼滿黑暴文宣的所謂 「連儂牆」 、卻迅速清
理愛國標語的時任食環署署長劉利群，日前獲晉升為食物及衞生局

常任秘書長，引起市民的強烈不滿及各界的普遍質疑。昨日有市民請
願批評劉利群雙重標準執法，促政府重新審視有關升職決定。

同時，有團體發起網上聯署，認為劉利群放任 「連儂牆」 ，導致多名看不過
眼自行清理的市民被暴徒襲擊，是嚴重失職。本港多名專家、學者接受《大公
報》訪問時指出，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適用於高級公務員，常秘、署長級別的
職位必須要由 「愛國者」 擔任。

官場制度必須改革
劉利群擔任食環署署長期間，被指縱容黑

暴，無所作為。多名立法會議員認為，劉利群在黑
暴期間的表現令人失望，反問 「不作為」 是否屬於
升職標準之一，強調公務員制度改革刻不容緩。而

據資料顯示，劉利群丈夫蔡海偉是社聯行政總裁，社聯曾於黑暴期間開
放場地讓暴徒休息，更令人質疑劉的執法雙標是受政治立場影響。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認為，讓劉利群升職的決定令人摸不着頭
腦，因為黑暴期間，劉並不稱職，總是以多種藉口不處理所謂 「連儂
牆」 ，有意無意向黑暴 「放水」 ，讓黑暴到處宣傳反中亂港的訊息。
「D8級是最高級的政務官，無理由可以得到這樣的待遇。為何升遷沒有
與表現掛鈎呢？我認為官場制度必須改革」 。

民建聯陳恒鑌表示，相信市民對於劉利群的不滿不是一朝一夕，因
為劉在黑暴期間的表現令人失望，沒有正視違規 「連儂牆」 的問題，近日
反而可以升職， 「官員不作為是不是升職的標準呢？市民憤怒不無道
理。」 他強調，公務員制度改革是刻不容緩。

工聯會郭偉强期望，接任食環署署長的政務官能夠做得更好，要分
清是非黑白，提高政治智慧。

劉利群自2014年3月起出任食環署署長，
2019年6月起黑暴肆虐香港，暴徒起初在金鐘政
府總部建立所謂 「連儂牆」 ，張貼大量反中亂港
黑暴文宣，其後在全港18區張貼。儘管市民怨聲
載道，食環署依然拖足五個月，直至同年11月才
與其他部門共同清理。相比之下，食環署清理愛
國文宣卻顯得積極及迅速，例如去年2020年5
月，食環署收到攬炒派油尖旺區議員賀卓軒舉報
後，立即清除支持國安立法的標語。

公務員事務局未作回應
對於劉利群由食環署署長升任食衞局常秘，

並加薪三萬至月薪30萬，市民團體 「珍惜群組」
昨日到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政府貫徹 「愛
國者治港」 原則，重新審視劉利群的升職決定。
團體 「香港政研會」 亦發起網上聯署，認為劉利
群擔任食環署署長時，未有清理違規的 「連儂
牆」 ，並不符合 「愛國者治港」 原則，要求政府
重新檢視調升劉利群的決定。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網頁， 「公務員的晉升，
是以有關人員的品格、能力、經驗及晉升職位所
要求的學歷或資歷決定。獲晉升的人員，一定要
是最優秀的人員，並有能力應付較高級職位的工

作」 。《大公報》分別向公務員事務局、食物及
衞生局及劉利群本人查詢，為何如此表現亦能升
職，以及相關標準時，公務員事務局回應稱沒有
補充。後兩者則在截稿前未有回覆。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 「愛國
者治港」 的標準是適用於特區政府的高級公務
員，包括常秘、署長級別。因為這些公務員具有
一定的決策能力，所以需要由愛國者擔任。他表
示，不評論個別公務員的表現，但整體而言，黑
暴期間只有警察與亂港暴徒苦戰，其他部門
未有配合。高級官員在協調方面不理想，
對國家欠缺承擔。他強調，公務員宣誓
只是令非愛國者無所遁形，但要提升公
務員的愛國情懷及政治智慧，不能只靠
宣誓，領導層要展示出擔當和勇氣。

不符合愛國者標準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宋小莊認

為，常秘屬於D8級的公務員，當然
必須要由 「愛國者」 擔任。假如清
理所謂 「連儂牆」 ，以及清理愛國
標語和國旗的決定都是由食環署署長
下達命令，這樣很明顯不符合 「愛國
者」 的標準，因為處事標準應該要一視同
仁。

市民Melanie Wong：
建議升佢嗰個都係黃到黑嘅

人！所謂 「連儂牆」 時至今天仍
留有很多令人憤怒的痕跡，不叫
局長去修復整理，還讓她升官發
財⁈什麼理由⁈特區政府真不

知所謂，難怪中央政府
忍無可忍，要出

手救港！

大公報記者 海芯葆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公務員升遷標準究竟

是視乎個人工作表現？
還是夠鐘就得？

民建聯陳恒鑌：
官員不作為是不是

升職的標準呢？
市民憤怒不無

道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對劉利群升職感到匪夷所思。黑暴期間

「連儂牆」 充斥 「暴獨」 文宣，身為署長的
劉利群不直接回應，亦不積極主動清
理，明顯是包庇 「小黃人」 。希望未
來特區政府挑選人才時，能夠考慮

個人能力。

AO擢升須認真做好品格審查
來論

當2月22日香港政壇聚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的首次公開發言時，特區政府擢升了在黑暴期
間被指為放任滿街黑暴文宣的劉利群署長，讓她升
任食衞局常任秘書長，官至AO最高位列──首長
第8級（D8），月薪30萬港元，2月23日生效。更
諷刺的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擢升劉利群
的新聞稿中說： 「劉利群為資深政務主任，具備出
色領導和管理才能，有信心她能夠提供專業高效的
服務。」

夏主任在2月22日的講話提出四個條件，其中
第二條是： 「堅持原則、敢於擔當。在涉及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原
則問題上，掌握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人必須勇敢站

出來，站在最前列，把維護 『一國兩制』 作為最高
責任，同那些挑戰 『一國兩制』 原則、破壞 『一國
兩制』 實踐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

把夏主任這個要求和劉秘書長在食環署署長任
上滿街黑暴文宣卻不清理的表現對照，大家的結論
很清楚：「不及格！」但在 「一國兩制」 下，有關部
門 「睬你都傻」，把劉署長擢升了。敢問公務員事務
局，你這樣做符合 「愛國者治港的更高要求」 嗎？

去年4月13日，當國務院港澳辦及中聯辦
（ 「兩辦」 ）首次就香港問題發表聲明時，當時仍
在內地及政制事務局局長任上的聶局長便擺了大烏
龍，對兩辦是否有權監督香港事務，一晚上連發三
次聲明，最後才擺正態度。怎知當了公務員或曰

AO黨的 「事頭」 後，今次又擢升了令愛國愛港人
士深感不滿的劉署長。

今次劉利群獲擢升事件給了其他逾700位D4以
下的政務主任一個很惡劣的範例，原來 「放縱黑暴
才會有官升」 的。因是之故，筆者建議：

1）700多名政務主任（AO）的人事檔案
（Profile）必須呈交兩辦對口負責單位，好讓兩辦
能清楚掌握這批治港者的背景和往績。

2）日後凡是AO的擢升，必須由兩辦副署同意
兼由駐港國安公署審查過其背景及往績。

當然AO黨不是吃素的，他們一定有很多理由
反對上述建議，甚至 「放風」 讓黃媒來反對兩辦插
手。 作者：馮煒光（點新聞）

議員質疑

敦促改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
D8級是最高級的政務

官，無理由可以得到這樣的待
遇。為何升遷沒有與表現掛

鈎呢？我認為官場制
度必須改革。

市民Wing Tse：
食環差不多係全政

府部門中最差的，管理極
度不善，居然還升官？

天理不容。

市民Hazel Chan：
食環係最懶、最

唔負責任嘅政府部門，
咁樣嘅阿頭仲可以升

職。

市民Nelson Lee：
政府高層無間道未清除，

這等荒謬怪誕事陸續有來。頻
頻判錯案件的法官，敷衍卸

責的處長，不用問責，
還可以晉升，令
人嘩然！

◀▲劉利群的丈夫蔡海偉
（左圖）是社聯行政總
裁，社聯黑暴期間曾
開放場地讓暴徒
休息。

不滿表現

匪夷所思

質疑標準

不知所謂

荒謬怪誕

不負責任

管理不善

▲《大公報》過去曾多次
報道市民投訴食環署縱

容黑暴文宣。

放任黑暴文宣 閃拆愛國標語

雙標署長竟紮職

掃一掃，
睇劉利群升職
引發市民不滿
短片

▲有市民團體不滿劉利群升職加薪，昨日到政府
總部外抗議，表達要 「愛國者治港」 的訴求。

點新聞記者攝

▲▲黑暴期間的時任食環署署長劉利群黑暴期間的時任食環署署長劉利群，，
被指被指懶理懶理黑暴文宣貼滿全港黑暴文宣貼滿全港1818區區。。

全城嘩

然

劉利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