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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行政主導 保障香港繁榮穩定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本月初就所謂「三權分立」問題作出撥亂

央總負責」，這是對國家憲制秩序下的香港政治制度和政權設

反正的表述，引起香港社會熱烈討論，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

置的最準確表述。回歸至今已有 23 年，香港是時候正本清

聯辦發言人 7日發表談話，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

源、以正視聽。社會各界希望特首帶領管治團隊，更加敢於作

體制的特點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基本元素包括三

為，提高管治能力，積極參與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充分

權分置、行政主導、司法獨立、行政長官代表特別行政區向中

發揮行政主導的制度優勢，推動香港繁榮穩定。

譚錦球 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
經歷過回歸前後的港人都清楚知道，港英管治時
代，是實行由《英皇制誥》《皇室訓令》規定的政治
體制，英皇任命港督，港督全權提名並經英國外交部
委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和其他高級官員，從不存在
「三權分立」；回歸後，按照基本法規定，香港實行
行政長官處於核心的行政主導政治體制。

香港從來沒有
「三權分立」
根據憲法和基本法，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特別行政區，一切權力來自中央授權，香港的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基礎是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授
權。香港的三權沒有獨立運作、沒有不受中央監督
的法律空間。香港反對派、部分法律學者、法官依
據個人的政治主張，長期炒作散播「三權分立」，
導致香港出現某些人行使不受制約的立法權和司法
權，給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洗腦，令香港管治受到嚴
重傷害，導致違法「佔中」、修例風波的發生，鼓
吹煽動「港獨」的違法之徒還獲法官讚美等亂象。
由此可見，所謂「三權分立」的真實本質，就是要
削弱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威和行政機構的主導權力，

進而抗拒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根據基本法，本港問責官員、立法會議員、法官就
職時候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香港國
安法已經實施，擁護基本法成為了管治架構成員的必
要要求。值得肯定的是，越來越多官員敢於講清正
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8月31日就高中通識教科書刪
去或修改「三權分立」內容回應記者疑問，指出香港
不論九七前後都不是「三權分立」；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亦公開支持有關說法，強調香港是行政、立法和司
法機關互相制衡和配合，就是正本清源的例子。

拚經濟保民生克服疫境

為了減輕不同階層市民的負擔，政府在未
來一個年度應調高各類現有免稅額，同時增
設更多不同類型的開支免稅額，如基本免稅
額、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或祖父母免稅額
等。此外，當局應促請港鐵負起企業的社會

加快填海造地可行性研究
在增加土地供應方面，我建議加快進行各項
填海造地計劃的可行性研究，包括「明日大嶼」
計劃的中部水域人工島、屯門內河碼頭填海計
劃，以及重置／搬遷葵青貨櫃碼頭等的研究。
同時，必須盡快重啟郊野公園邊陲地帶發展的
可行性研究。當局也應加快舊區重建的速度和
力度，包括本港10,000多幢樓齡超過50年的

住宅大廈，以滿足住屋需求。
在青年發展方面，我建議設
立 10 億元「青年專業發展基金」，鼓勵企業
聘請準備投考專業資格的青年人；同時推展
兩地專業資格互認，協助香港青年進入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
此外，儘管疫情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當
局應該利用本港的創新科技和各種專業服務
的優勢，設法轉危為機，包括加強推廣香港
防疫抗疫科技，如加強與貿發局合作，做好
防疫產品及服務買賣雙方的配對工作。聯盟
建議香港打造「亞洲醫療健康投資平台」，
由貿發局舉辦具代表性的亞洲區醫療健康大
會，將世界最新醫療藥物、技術、行業趨勢
及投資機遇「帶入」亞太區，讓中國內地的
醫療健康產品「走出去」。同時，應促進本
地檢測認證業的發展，加強支援私營檢測認
證中心與初創企業合作，鼓勵科技商品化，
並創立研發配對平台，配合「再工業化」，
為有意升級轉型的廠家配對合適的科研技
術，幫助他們把產品及生產模式邁向高增
值、高技術的方向發展。
當然，大家都明白，經過黑暴攬炒和新冠
肺炎疫情對經濟的連番衝擊，香港正面臨一
定的公共財政壓力，因此，我認為公帑更需
要用得其所，不應簡簡單單地講「派錢」，
而是有針對性地提出具體可行且兼具前瞻性
的建議，期待特區政府張弛有度，既要全面
防疫抗疫，確保市民生命健康安全，亦要加
強保經濟、保民生、保發展。

打工仔要看清「新工會」的真面目

參與
「國內大循環市場」

責任，帶頭將旗下物業減租，並凍結未來一
年票價，將八折乘車優惠計劃延長9個月。
全面防疫抗疫固然重要，但在疫情進一步
緩和之時，特區政府更需要為「後疫情時
代」復甦經濟積極部署。為加強支援工程業
界和其他專業界別發展，開拓內地機遇，我
建議設立 20 至 30 億元基金，加強資助本地
中小企和專業人才到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和創
業，推廣香港品牌，配合國家「十四五」規
劃和參與「國內大循環市場」；亦建議盡快
落實放寬港企參與內地工程項目限制，設立
《企業准入名冊》、降低香港建築工程公司
在內地設立的門檻。
我又敦促特區政府積極推動更多不同類型
的工程上馬，帶動經濟復甦，包括啟動大型
房屋發展計劃，以及盡快開展已於上年度財
委會通過的 1,700 多億元的工務工程項目。
同時，為支撐工程業界資金鏈，我建議特區
政府繼續提供工程啟動的特別支付金、延長
工期及支援因而增加的成本，及積極發展電
子政務以加快工程批核等。

普檢助香港早日走出
「疫」
境
王經潑 福建省三明市政協常委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副主席 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
近 9 成。旅遊業面臨停頓，珠寶鐘錶，名貴
禮物和藥妝等，以旅客為主要對象的商品
成重災，短期內零售業經營環境依然困難
重重，同時亦間接影響商舖出租效益。 旅
遊業是香港的重要產業，旅遊購物佔整體
零售額約三至四成，重新推動旅遊業，要
先有效控制疫情，才能改善香港的實體經
濟狀況。

普及檢測計劃非常必要
新冠病毒傳染性非常高，在無疫苗與特效藥
的情形下，除了追蹤、隔離和限聚措施之外，
還需要其他針對性的行動，才可預防社區大規
模傳播。 因此，特區政府推行普及社區檢測
計劃，是抗疫工作的重要一步。
響應政府呼籲，齊心抗疫的宗旨，筆者於
計劃首日就參與檢測。整個檢測過程安
全、快捷、暢順，場地相當寬敞，可杜絕
感染風險。由進入中心登記、核實身份、
領取採樣瓶，到完成採樣整個流程約 7 分

鐘。現場的工作人員和醫護
團隊都接受過專業訓練，細
心和詳盡講解。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痛楚
和不適的感覺。
檢測計劃另一個好處，是讓其他國家看到
香港已盡力防疫，有助將來疫情受控後與內
地討論出入境互通，加快落實籌備已久的港
版「健康碼」，讓工商界能夠往返內地處理
業務，重整營運狀況。同時，若果能提高檢
測能力，港人便可以早日恢復出行，讓市民
能夠自由進出散心，解解悶氣。往後再建立
「旅遊氣泡」，可與周邊地區商討恢復通關
旅遊事宜，只要有旅客到港，零售、酒店及
餐飲業也有復甦機會，能推動本港經濟發
展，幫助香港走出當前困局。
普檢計劃對協助本港早日走出疫情非常重
要，希望大眾能把握最後兩日機會踴躍參
加，一盡良好市民的責任，幫助社會快速截
斷傳播鏈，讓香港盡快走出「疫」境，恢復
經濟動力和市民生活重回正軌。

重整通識教育課程 促進青年明辨真理
吳子倫 雲浮市青聯委員 中華文化傳承交流聯合會政策研究主任
修例風波之後，通識教育再次成為社會焦
點，引起了不少爭議。有部分人認為學生的
激進行為是受到通識教育的影響，因此建議
取消該學科。可是，建立學生批判思考能力
有助香港提高競爭力，理應找尋方法優化現
有課程，而非貿然取消。
團結香港基金於 9 月 7 日發布了《通識教
育：慎思明辨 海納百川》研究報告（下稱：
報告），探討了通識教育正在面對的困難及
提供了多項課程重整建議。筆者對報告中審
核教材的建議最為認同。 報告指出，近八成
的受訪教師會從報紙刊物取得教材，而近四
成受訪教師表示社交媒體是他們其中一個主
要教材。
過去一年，大眾能清楚看到部分媒體的報

道手法偏頗，經常惡意抹黑政府，而社交媒
體上則充斥着仇恨言論。撇開教師自身的政
治立場，單純利用報刊及社交媒體內容作教
材，其準確性及中立性絕對值得懷疑，不利
學生的思想發展。
為了填補這個漏洞，報告中建議政府「設
立一套清晰透明的審核準則，並把涵蓋範圍
擴大至教科書附帶的補充材料」，筆者認為
政府有必要盡快諮詢持份者意見並推行。
無可否認，教材及教師立場對學生的思想
有着重大影響。可是，要鍛煉出學生分辨是
非黑白的能力，社會閱歷也必不可少。只有
這樣才會令他們明白現實有着不同限制，作
出的分析才會「貼地」，而不會總是活在自
己幻想中怨天尤人。但香港中學課程的緊湊

節奏難以改變，報告顯示 8 成
6 的教師認為現在的課堂中並
無空間進行體驗式學習。
筆者認為各大商會可以盡社會責任，利用
自身的企業資源，在聖誕節假期及暑假為中
學生提供工作體驗，同時提供一些教導職場
現實情況的培訓課程。此舉除了能提高學生
的思考能力外，同時亦能讓他們更早規劃自
己的職業生涯，青年未來發展將有正面影
響。
通識教育是對社會發展有利的學科，缺乏教
材規範及青年不明白現實限制才令他們思想偏
激，引發了一連串社會問題。只要改革通識教
育，以合適的教材及方法教導學生，便能讓青
年明辨真理，共同為香港作出貢獻。

「作為一個汽車維修技工，有
一把士巴拿是好平常的事。」周
星馳的戲迷，一定記得《少林足
球》的經典對白。不過，如今真
實中，「汽車維修技工」變為
「巴士司機」。9·6 九龍大遊行
期間有巴士司機被捕，日前被警
方起訴不小心駕駛。
有所謂巴士業界聯合工會發新
聞稿，要求警方及政府回應業界
「五大訴求」，一度揚言會發起
工業行動，但其後工會認為「控
罪亦算合理」，宣布取消工業行
動。
筆者不想評論案件，只是分析
一下，這個新冒起的巴士業界聯
合工會，如何嘩眾取寵、欺世盜
名。
去年反修例風波，黑暴分子
高舉「成立工會」旗幟，成立
多間工會，目的其實是劍指行
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第三界別
中「勞工界」的 60 個議席。這
些「黃工會」像雨後春筍湧
現。這些披着「新工會」外衣
的政治組織，與真正服務打工
仔的傳統工會例如工聯會、勞
聯有根本的差別。
首先，傳統工會以保障打工
仔的勞工權益為出發點。工會
的架構和章程有嚴格要求，目
的是避免權力獨大，少數人騎
劫整間工會。相反，今次巴士
司機被捕事件，巴士業界聯合
工會無了解清楚情況，即時號
召發動工業行動，急不及待抽
水。
這個巴士業界聯合工會，今年
1 月才成立，至今仍未獲勞工處
職工會登記局正式註冊，即是一
個非註冊的工會組織。筆者懷

疑，如有工友參與
其所發動的工業行
動，若不幸被巴士
公司解僱，工友的
權益會否得到保
障？這間「新工會」分分鐘不認
數，置工友的飯碗於不理，嚴重
違背工會保障工友權益的立場。
巴士業界聯合工會在輿論壓力
下，「靜雞雞」在 Facebook 回
應事件，宣布會取消原定工業行
動，更暴露其行事鬼祟，完全是
藉機抽水博出位，兼收會費、攞
政治紅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 巴士業界
聯合工會在 Facebook 提出「光
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使命。
鼓吹這兩句話，已經違反香港
國安法，為何巴士業界聯合工
會還敢高調提出？ 顯然， 巴士
業界聯合工會與「攬炒派」是
同路人，為爭取政治籌碼，煽
動政治性罷工。
但是 ， 參 與 政 治 罷 工 的 員
工，有機會得不到勞工保障。
根據《僱傭條例》，員工加入
工會後，有權參與由工會發動
的罷工，爭取勞工權益。而僱
主不能因員工參與罷工，而作
出解僱。然而，他們必須要爭
取涉及勞工權益的（如福利待
遇、工作時數等）。但是，這
些「新工會」發動的罷工，往
往掛羊頭賣狗肉，政治大於勞
工權益，參與罷工的員工，是
否受到《僱傭條例》保障，筆
者存有保留。
希望讀者尤其是打工仔，看完
本文後，看清這些「新工會」的
真面目，若仍要加入，筆者只能
送上一句「祝君好運」！

潘偉傑 時事評論員

民主黨希望留守的政治計算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香港由年初至今已經
歷三波疫情，近日雖然確診數字有所回落，
但本土感染個案仍然有反覆，尤其是不明源
頭個案持續，疫情處於低位拉鋸狀況，即使
放寬社交距離限制，大家仍要緊守防疫措
施， 絕不能鬆懈，避免疫情再次惡化。
過去逾半年的疫情，本港經濟、民生受嚴
重衝擊，社會各界都付出了沉重代價。今年
首兩季 GDP 均錄得負增長，失業率亦攀至高
位。 政府統計處於上周 ，公布了最新零售數
據，受疫情影響，7 月份零售額臨時估計為
265億元， 按年下跌23.1%，是連續18個月
下滑，雖然比 6 月份 24.7%的跌幅輕微收
窄，但並不表示經濟前景轉好。 最有效刺激
經濟的方法，是盡快減低感染個案，截斷隱
形傳播鏈，讓限聚令和停業令能進一步放
寬，重振社區內部消費。
另一方面，因去年受社會事件影響，訪港
旅客數字自去年 7 月起開始下跌， 隨後疫情
發生，均令訪港遊客大幅減少，遊客消費跌

在香港深受反修例黑暴和新冠肺炎雙重打擊，百
業蕭條，失業率上升至 15 年高位，市民迫切希望行
政長官運用好法律賦予的權力和職責，提升施政效
率，有效控制疫情，重振經濟民生。
期望在國家「十四五」規劃即將確定之際，以行
政長官為核心的管治團隊更加積極作為，帶領香港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
形不走樣，令香港盡快走出困局、再創輝煌。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在 10 月 14 日立法會本年度首次會議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將發表新一份《施政
報告》，為此，經民聯主要成員在9月9日中
午與特首會面，表達聯盟對《施政報告》的
期望及建議。建議書以「拚經濟，保民生，
衝出疫境」為主題，包括四大範疇、十大專
項建議，涵蓋抗疫紓困、提振經濟、改善民
生及推動青年工作，以及對接「國內國際雙
循環」，積極參與國家「十四五」規劃等
等，務求盡快重振香港內外經濟活動，恢復
社會元氣。
鑑於疫情持續衝擊本港經濟，抗疫紓困是
當務之急。聯盟建議當局盡快加碼推出第三
輪抗疫支援措施，包括盡快延長「保就業計
劃」3 至 6 個月，將百分百擔保產品的貸款上
限由400萬元調高至800萬元，延長寬免或補
貼水、電、排污費用和各類政府收費，以「特
事特辦」方式提供半年租金和差餉津貼，撐企
業，保就業。同時，當局也應救失業，設立
「失業援助金」，向失業人士發放每月不少於
8,000元、有時限的現金支援，以及成立10億
元的「失業轉型支援基金」，協助合資格失業
者轉行、轉型為自僱人士或創業。

積極作為彰顯行政主導

一個「去留」問題，導致
「泛民」產生極大的矛盾。繼
早前就應否留守議會搞民意調
查，「泛民」完美演繹「輸打
贏要」的伎倆，令到「泛民」
內部矛盾越來越大。代表撤出
派的朱凱廸撰文批評「泛民」
戀棧議席，民主黨胡志偉則以
《撤出派的「三個矛盾」》為
題回應朱凱廸，更想其支持者
在本月下旬舉行的第二次民調，
支持他們繼續留守議會。讀完胡
主席的文章後，除了他們認為的
「三個矛盾」外，背後亦有其民
主黨與現實政治環境所產生的內
部矛盾。
民主黨希望留守議會，有他們
政治計算。
首先，民主黨「老鴿」戀棧權
位。「泛民」在 7 月舉辦「初
選」， 成為「泛民」議員的「催
命符」。民主黨有幾位重量級政
客在不同的「選區」中敬陪末
席。
如果按照「 初 選 」 的 遊 戲 規
則，「包尾」的黃碧雲、涂謹
申、胡志偉等人，應該不能再參
選。猶幸地，「初選」觸發第
三波疫情，令到選舉延期一
年，一眾「老鴿」得以翻生。
因此，他們不會放棄機會，繼
續戴上議員的「光環」，留守
一時得一時。
其次，胡主席未能親口承認的
矛盾，就是「黨內新起大將被打
沉，唯有『老鴿』作先鋒」。民

主黨經歷多年「老鴿」把持亂
政，令到有志上位的「乳鴿」不
得志，唯有離開民主黨。民主黨
經歷多次分裂，人才凋零，只得
「少壯激進派」為首的黨員撐起
民主黨。
今次「初選」中，民主黨的
「少壯激進派」如林卓廷、許智
峯、鄺俊宇都得到支持，但卻因
近期不同的刑事罪行而被警方拘
捕。「少壯激進派」隨時會入
獄，「老鴿」唯有擔起「大
旗」。然而，激進選民對「老
鴿」無好感，只會支持更激進的
「本土派」。
胡主席的最後矛盾，就是「為
了巨額議員薪津，不惜死守議
會」。立法會議員的薪金及津貼
巨大，一位議員的薪津足以「養
起」三至四個助理。因此，民主
黨更要堅持留守議會。若果真的
撤離，如今距離明年 9 月選舉，
仍有頗長時間，「泛民」各黨少
了這筆巨大薪津，連日常運作都
成疑。
雖然，「金主」黎智英一日未伏
法，「泛民」各黨仍可得到金主的
經濟援助。但是，金主的「斷供」
越來越近，胡主席希望「刮得一蚊
得一蚊」，即使面對「撤離派」的
辱罵，也要忍辱負重留在議事堂，
避免「人財兩空」。
「留守派」和「撤離派」的矛
盾越來越大，第二次民調公布
後，這個矛盾更趨白熱化，大家
不妨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