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合彩留位

攬炒派多年來在立法會內

以各種手段拉布，阻撓特區政

府施政。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

《2021年立法會（紀律制裁及

遙距會議）（雜項修訂）條例

草案》，修訂《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條例》及相關法例，

向行為不檢或無故缺席的立法

會議員施加財政處分，又容許

立法會議員在特殊情況下遙距

進行會議。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表示，相關罰則具相當阻嚇作

用，可確保議會更具秩序及效

率，減少議事程序被濫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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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個多月，香港社會各界紛紛
行動，不斷向河南災區捐款捐物，為
搶險救災、保障當地百姓基本生活以
及災後重建提供協助。國際華商協進
會（華商協）亦於第一時間捐款港幣
30萬，並於日前由會長羅台秦、顧問
會長李嘉音及常務副會長吳肖梅代表
去香港中聯辦表達對河南災區的關懷
並頒贈支票，由中聯辦台務部部長楊
流昌、副部長肖洪及處長賴飛福接待
及接收支票。
羅台秦表示，全國台聯經香港中聯

辦台務部，於2019年4月邀請華商協
理事會赴河南參加尋根之旅，第一站
就是鄭州，受到當地熱情的招待，大
家對鄭州及河南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次驚聞鄭州遇上百年以來未見的暴雨，造
成巨大的災難，華商協的理事們非常關心，
故緊急通過撥款救災。
羅台秦回憶，2019年的河南尋根之旅，

去了鄭州、洛陽、開封、新鄭等地，參觀了
龍門石窟、少林寺、清明上河園、黃帝故里
等名勝古蹟。感受最深刻的是在洛陽尋找由
蔣介石創辦的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遺址以
及黃帝故里的拜祖大典。拜祖大典源自春秋
戰國時期黃帝後裔在軒轅之丘進行的追思活
動，代表中華民族慎終追遠、炎黃子孫血脈
相連、薪火相傳的精神。而尋找中央官校洛

陽分校遺址，是因為父親羅甸服將軍是該校
第二期的畢業生。
羅台秦表示，華商協透過旗下的慈善基

金捐款30萬元，雖說微不足道，卻代表了
在港台商及友好們對內地同胞的關懷之情，
希望捐款猶如黑夜的一點星光，照亮大家的
初心，在盼望及信心中繼續前行。
華商協創會於一九八六年，三十五年

來，華商協為促進海峽兩岸乃至全球華商的
經貿交流合作，做了諸多歷史性的創舉。未
來，華商協將繼續立足兩岸三地，促進台商
參與大灣區的建設及經貿投資，並為兩岸和
平發展、團結共贏克盡己任。

自80年代開始，黃漢強見證信貸行
業改革和變遷，市場從服務提供

者主導市場發展轉變為消費者主導市場
形態，面對行業的轉型，他預計網絡世
界是改變金融行業的趨勢，因此公司致
力投放逾千萬港元引入金融智能科技，
配合大數據分析等科技投放。

創新為本誠信初心
黃漢強介紹鼎豐信貸的經營理念指，

公司擁有專業的信貸團隊，以創新為
本，誠信為初心，忠誠為每位客戶解決
財務周轉的難題。
「隨着社會進步，信貸理念與財務管

理，都多了很多方式去為客戶群應付財
政上的困難，因此我們需要制定長遠的
發展計劃及投放大量資源，以正面而尊
重的態度對待客戶、面對市場，例如優

化循環貸款產品，度身訂造還款期及個
人化利率，無論定額還款或先息後本還
款計劃，讓借貸人可以自主地按照自己
的能力，決定還款周期和金額，利用循
環貸款的備用金額一筆過清還其他貸
款，減低利息支出外，更可重新使用信
用卡的信貸額作日常消費，而且申請便
捷，一個電話15分鐘就可完成過數，借
貸更靈活稱心。」
黃漢強強調，不希望大眾過分借貸，

應該善用借貸去好好管理財富，而非藉
此盡情揮霍，甚至盲目投資，最終泥足
深陷。他指，作為一個負責任和富領導
能力的企業管理人員，必須擁有高瞻遠
矚的洞察力，並在團隊中擅於知人善
用，同心協力地執行既定的目標。

高效團隊 持續創新

「人才是公司的資產，我的責任是將
他們凝聚，上下一心認同企業文化及融
合一起成為一支高效的團隊，所以公司
會投放更多的資源培訓員工，使他們能
提供更專業的服務，聆聽客人的需要，
貫徹『耐勞更要耐怨，重己更要尊人』
的人生格言。」
黃漢強堅信「成功源於不懈的努

力」，過去40多年通過持續深造學習，
成功於2011年考獲美國檀香山大學博士
名銜，實現了他兒時夢想也印證了他確
立「志立、天下無不可成之事」的座右
銘。持續創新的黃博士，為了教導大眾
如何認識貸款的利與弊，目前他已開設
YouTube頻道開設「鏡．貸與借」專輯
https://bit.ly/3kGjKIi，向市民講解不同
的借貸資訊及解讀貸款廣告的術語，和
貸款與借款的知識。

●Tiptop鼎豐信貸董事唐澤賢與行政總裁黃漢強博士（右）在開
幕酒會上合照。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福利會）六十
五周年紀念聯歡晚宴日前假香港海洋公
園萬豪酒店圓滿舉辦。晚宴由該會主席
蕭曾鳳群，副主席關陳秀瓊，籌委會主
席溫林美賢主持，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強丶港島工作部
副部長楊成偉，食物及生局局長陳肇
始，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榮譽贊助人梁
唐青儀，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永遠名譽
顧問梁愛詩，勵進教育中心主席、原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等擔任主禮嘉賓，群賢畢至，熱鬧
非凡。
李家超致辭時表示，西區婦女福利會體察社會發展的
需要，近年重點開拓青年發展領域，推出不同計劃和活
動同特區政府的靑年發展措施相輔相成，為培育青少年
成為社會有成擔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際視野的新一代
作出獨特貢獻。
蕭曾鳳群表示，大會能夠服務香港六十五年，感謝香
港特區政府及中聯辦的匡扶指導，以及社會各界對該會
的慷慨捐助。包括香港賽馬會及社會福利署獎券基金多
年來的撥款資助，多個家族基金及各界賢達對該會服務
的認同，包括何耀光家族、李文達家族、馮漢柱家族及
莫秀琼信託基金，讓該會得以有充足資源回應社會所
需，服務推陳出新，讓更多有需要人士受惠。
溫林美賢表示，福利會已成立六十五周年，自成立以

來，本着團結精進，造福社會的精神，不斷求進，精益
求精。未來，該會會繼續為香港婦女、兒童及長者提供
更多更優質的社會福利服務，並努力為培養新一代特區
青年作貢獻，為香港的繁榮安定盡一份力。
出席晚宴的嘉賓還包括：馮國經、何啟明、郭志良、

陳坤耀、李麗娟、曾鮑笑薇、孫鐘小芬、馮沈乃琪、李
蔡美靈。
該會於1955年創辦，在歷任先賢群策群力，不計付
出，加上政府各部門長官、團體組織及善長的熱心支持
與指導，至今該會服務已涵蓋多個範疇，教育方面先有
鄧肇堅小學，繼與保良局合辦馮李佩瑤小學，更有3間
幼稚園及幼兒園，長者方面有2間老人中心，再與東華
三院合辦護理安老院，提供優質安老服務，深受市民愛
戴。另外成立青少年發展委員會，致力推行青少年服務
以培養據國家觀念、關心社會的人才。

●羅台秦（右三）、李嘉音（右二）、吳肖梅
（右三）頒贈支票給楊流昌（左三）、肖洪（左
二）及賴飛福（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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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六十五周年紀念晚宴圓滿舉辦

●出席晚宴的嘉賓合影留念。

Tiptop鼎豐信貸有限公司開業

行政總裁黃漢強：追求卓越 誠信團隊 面對市場
憑着獅子山下自強不

息、努力奮鬥打拚精神的

黃漢強，三十年來全情投

入成為財務借貸行業的翹

楚，並以高瞻遠矚、知人

善用的領導能力，帶領團

隊克服香港經濟跌宕高

低，見證着信貸行業的歷

史變遷及回饋社會。近

日，Tiptop鼎豐信貸有限

公司(鼎豐信貸)在旺角總

部舉行開業酒會，黃漢強

博士出任行政總裁，以

「熱誠追求卓越、專於信

貸、贏取信任」為服務承

諾和核心價值。

特刊

立會通過修例 懲罰「走堂」議員
李家超：可阻嚇心懷不軌者 減少議事程序被濫用

近年立法會屢見拉布、流會、衝擊會議
等鬧劇，甚至利用程序令委員會停擺

的情況。香港社會一直有聲音要求檢討立
法會的規則及程序，以便有秩序、有效率
及公平地處理議會事務。

行為不檢被停職 禁收酬津
是次的《條例草案》列明，因為行為不

檢而被停職的議員，將無權收取停職期間
的酬金或津貼；無合理原因缺席、導致立
法會休會待續的議員，須支付由立法會按
議事規則釐定的罰款，而有關罰款將在議
員酬金中扣除。
李家超昨日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

論發言時表示，透過《條例草案》，立法會
獲授權在有需要時施加財政處分，以懲罰一
些心懷不軌、處心積慮阻止議會有效運作的
人，形容此建議具有相當的阻嚇作用。
另一方面，為確保立法會在緊急或公眾

安全受威脅等特殊情況下，仍能繼續履行
其憲制職能，《條例草案》授權立法會在
實體會議上，通過決議授權立法會或任何
委員會的會議，可在指定期間內以遙距方
式舉行。《條例草案》通過後，《議事規
則》將清晰訂明進行遙距會議的詳細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包括會議法定人數、表
決程序及其他技術事宜等。
此外，為配合立法會秘書處日後只製作

電子版議事錄的計劃，《條例草案》亦建
議除現時由政府物流服務署署長印刷的議
事錄文本外，由立法會授權印刷或由立法
會秘書妥為簽署認證的議事錄文本，亦被
接納為該等議事錄的證據。

李家超表示，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在
本立法年度一直不辭勞苦、馬不停蹄就立
法會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進行
檢討，檢視立法會的規則及行事方式，他
對此向委員會及立法會秘書處表示感謝。

今次條例的修訂，印證了行政和立法機關
能良性互動，共同推展符合公眾利益的措
施。他期望通過《條例草案》後，委員會
可在今屆立法會任期完結前對《議事規
則》作出相應的修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書蘭）疫情令
香港與內地一直無法恢復正常通關，不少
市民擔心無法在年底舉行的立法會選舉返
港投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昨
日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時透露，特區政
府正就設立口岸投票站進行可行性研究，
並會與相關持份單位進行磋商，評估是否
能讓返港投票的市民在投完票後享有返內
地免檢安排。
政府又初步計劃會在竹篙灣檢疫中心
設投票站，容許受隔離者短暫離房間投
票。
曾國表示，鑑於香港未必能在年底舉
行的立法會選舉恢復與內地的正常通關，
影響數以十萬計身處內地的香港選民，特

區政府正積極尋找不同方案，包括正就設
立口岸投票站進行可行性研究，同時與相
關持份單位進行磋商，評估是否能讓返港
投票的市民，在投完票後享有返內地免檢
安排。
被問及會否在特區政府駐內地的經濟貿

易辦事處設置投票站，他坦言，在內地設
置投票站有很多法律、技術問題需要克
服，更需要內地有關省市政府的配合，不
會貿然推行。
曾國又透露，初步計劃會在竹篙灣檢

疫中心設投票站，容許隔離者短暫離開房
間去投票，而是否會將措施擴大至其他檢
疫中心，需要考慮公共生風險和社會接
受程度等。

香港文報訊（記者 高鈺）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政治入侵校
園，校園欺凌嚴重。教育局昨日提供的數據顯示，由2019年至今，
局方接獲的校園欺凌投訴共41宗，主要涉及言語攻擊、網絡欺凌、
身體或行為暴力。在已完成處理的37宗個案中，投訴成立或部分成
立的有7宗。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學校已對涉事教師或學生採
取紀律行動，還對涉及專業失德的教師發出勸喻信或警告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查詢本港校園欺凌情況，楊潤雄昨日

在立法會會議回覆表示，局方每年會向學校發問卷收集數據，在
2019年之前，每年全港平均約有200多宗校園欺凌，但2019年後
增加到約300宗，「社會動亂事件影響校園，多了因不同立場作
出的言語衝撞，甚至在網絡上、肢體上的衝撞。」局方會留意數
字趨勢，再決定會否提供特別支援措施或教師培訓。

教師專業失德 或採紀律行動
楊潤雄指出，如教職員知悉欺凌個案應向學校管理層報告；如

有較嚴重事件，例如教師為欺凌者或出現嚴重暴力或傷亡等，學
校須通知教育局；如有懷疑受虐個案，學校應直接諮詢社署；情
況嚴重者，學校應即時報警。
在懲處方面，如事涉教師不當行為或專業失德，局方會根據
《教育條例》跟進，包括發出勸喻信、警告信或譴責信，或考慮
取消教師註冊；如涉及刑事，警方會跟進調查。
葛珮帆質疑，有教師欺凌學生被裁定為「專業失德」，卻僅收
勸喻信、警告信，懲罰太輕，並透露有家長因欺凌者是教師，根
本不敢向學校投訴。楊潤雄回應說，若有家長對學校處理手法有
疑慮，可直接向教育局反映，局方會嚴肅處理。
針對網絡欺凌，楊潤雄引述保安局表示，根據香港法例，大部
分在現實世界用以防止罪行的法例均適用於互聯網世界，又透露
法律改革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正就電腦網絡罪行展開研究，
檢討現有法例和相關措施，同時會探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相關發
展，並按結果建議可以作出的法律改革。

曾國衞：研設口岸投票站 修例風波至今 7宗校園欺凌投訴成立

▶立會通過行為不檢處分修
訂。圖為早前開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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