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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掌民情 多聽更貼地
2020年11月19日（星期四）

冀與政府加強合作關係 施政更合市民需要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下周三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多

 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期望新一
份施政報告能夠從短、中、長期等方面，全方位地針對市

民的實際需要，並加強與建制派的合作關係，讓政府施政更切合市民所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全體立法會議員表示，建
制政黨長期服務社區，能夠貼

地掌握民意民情，故政府推行任何政
策前，應透過諮詢建制政黨的意見，
為政府「把脈」，以免推出「離地」
政策。特首及司局長應與建制政黨定
期會面，在構思重大政策的前期就
「應否做、何時做、 如何做」先聽取
意見，並將初步構思轉化為具體政策
文件，再提交政府內部的政策委員會
和行會討論。

門的官僚態度濃，令外界感到政府施
政手法「離地」，未能配合實際的需
要，面對新政治環境，特首也應該重
整現行的施政架構，從各政策部門的
分工及職權等作改變，真正落實穩中
求變，而非不思改變。他又希望特區
政府能洗脫較傾向商界的策略，多關
注勞工權益。郭更透露，當日諮詢工
會對施政報告的意見時，鑑於近期失
業及開工不足情況嚴重，工友的反應
相當熾熱，提出了很多意見。

民建聯：先為政府
「把脈」 梁美芬盼加強抗疫速通關

■建制派希望與政府加強合作，讓施政更切合市民所需。圖為兩名市民走過受疫情影響停業的店舖。 資料圖片

民建聯還提出，盡快落實公職人員
的效忠要求，當局必須根據基本法第
一百零四條，及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
釋及決定，盡快立法，確保包括區議
員等公職人員必須符合相關參選或任
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即擁護基本法
和效忠特區。另外，他要求特首履行
承諾，盡快落實 60 歲-64 歲市民 2 元
乘車優惠，並要在短期內公布施行時
間表，讓市民安心。

經民聯梁美芬表示，對施政報告
首要的期望是特區政府盡快推出可
行的防疫抗疫措施、盡快通關，因
為不通關什麼也做不到，經濟及民
生均受到嚴重打擊。此外，她期望
司法系統能吸引人才，增加法官數
目，藉以加快審訊案件的速度。其
次，市民希望當局能盡速糾正目前
教育制度的弊病，讓年輕人能夠接
受正確培育。

工聯促多關注勞工權益

自由黨倡東南亞建工業園

工聯會郭偉强表示，過去各政策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昨日在立法會回應口頭質詢時表示，香港國
安法實施後，扭轉了香港特區過去一年的亂局，
令暴力行為大幅下降，外部勢力已見減退，鼓吹
「港獨」的情況亦不斷減少，可見香港國安法讓
香港由亂變治，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及
令香港長遠繁榮穩定。
民建聯議員李慧琼昨日在會上代已遞交辭職
信的民主黨涂謹申讀出口頭質詢，要求政府交代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多少國家因此解除與香港
簽訂的雙邊經貿協議及雙邊司法協議等。
經民聯議員吳永嘉則指，部分國家對香港國
安法持負面看法，或會影響外資企業的信心，故
他關注政府如何加強與外國商會的溝通。

過渡期有不穩因素可理解
李家超回應時強調，其他國家針對本港訂立
香港國安法而採取的不合理措施，都是基於政治
理由，認為在過渡期間有不穩定因素可以理解，
又指若港人現時對香港國安法抱有質疑，則可能
會作出錯誤的決定。

會從多方面與業界溝通，清楚表達政府的立場和
看法，表明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不會對金融市場
的正常運作產生影響。

「支聯會」
若違法將跟進

■李家超在立法會回應議員質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家超又指，至今並無雙邊經貿協議因為香
港國安法的實施而被撤銷，亦無文化交流計劃因
而暫停。他表示，正常商業機構都會檢視香港是
否仍然值得投資和發展，本港仍有低稅率、政府
高效率等優勢，又以澳門為例，指 2009 年澳門
訂立國安法後GDP大增。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表示，政府

對早前有學者指「支聯會」屬於政治顛覆性
組織，涉違反多項本地法例及香港國安法，李家
超在會後見傳媒時表示，任何人和本地組織及團
體均受本地法律規管，執法部門會按有關條例檢
視有無違法行為，蒐證後若有足夠證據，會考慮
作出檢控，並徵詢律政司意見，強調此屬一貫做
法。
被問到警方國安處會否作出跟進及調查，李
家超指，如涉及違法行為，執法部門會按實際情
況依法處理。
至於有警察涉嫌犯案被捕，李家超強調，警
務人員違法不可接受，除了須負上個人法律責
任，也令警隊維持治安和執法的整體形象受損。
他表示，警務處會依法和公平地處理每一宗案
件，就此案而言，警方已即時展開刑事調查，並
拘捕有關人等。

無攬炒無拉布 議案有序辯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
舉行自攬炒派「鬧辭」後首次大會，由於再無
拉布情況，會議在完成 5 項口頭質詢及沒有政
府法案的情況下，約下午 3 時開始討論無約束
力的議員議案。今次是自去年 6 月以來，立法
會大會可再辯論由議員提出的無約束力議案。
會議昨日完成由自由黨議員張宇人提出的「制
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新機制」議案，其後再
討論由工聯會議員陸頌雄提出的「紓緩道路交
通擠塞」議案。

通過制訂海外醫生機制議案
立法會昨日下午大比數通過「制訂輸入非本
地培訓醫生新機制」的無約束力議案，其中「熱
血公民」議員鄭松泰和醫學界陳沛然投反對票。
多名建制派議員批評當局解決醫生人手不足問題
不力，當局回應時表示，已推出措施吸引海外醫
生，明年公立醫院將有至少 30 名有限度註冊的

海外醫生。
動議的張宇人指，本港醫生數目未能配合人
口增長和老化的需求，若要追上新加坡的醫生與
病人比例，本港要新增 3,400 名醫生，若要追上
經合組織的水平，更要增加一萬名醫生。
他指，本地執業試涵蓋範圍廣闊，有多年經
驗的海外專科醫生，對專科以外的知識已經生
疏，要求他們重新應考是強人所難，反觀其他地
方已有免試輸入海外醫生的做法。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認為，政府自 2009 年才開
始增加醫科學額，可見政府未能有效解決醫生短
缺的問題。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正努力
從多方面着手挽留醫生及增加人手，又指已大幅
增加教資會下的醫科生培訓學額，預計未來 5 年
有合共逾 2,000 名醫科畢業生成為註冊醫生。她
又指，醫委會已推出措施，以協助合資格的非本
地培訓醫生在港取得正式註冊。

■張宇人提出「制訂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新機
制」議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動議討論「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無約束力議
案的陸頌雄則表示，本港交通擠塞問題嚴重，促
請政府做好城市規劃，加強原區就業及減少跨區
工作，並盡快落實《鐵路發展策略 2014》。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交通擠塞是全球城市
共同面對的難題，香港一直改善運輸基建。此議
案昨日未完成辯論，將於今日復會時繼續討論。

「黃絲」
只准杜狗食
「藍店」不許蟲泰食美心
如果要數「黃絲」嘅雙重標
準，真係日日有新聞。話說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
 泰（蟲泰）日前對住美心生日
蛋糕影許願相，即刻俾「黃
絲」鬧佢對唔住「手足」，可能「熱狗」副
主席鄭錦滿一直「嬲嬲豬」，噚日終於忍唔
住喺 fb 發帖反擊，貼出成日幫「黃店」賣廣
告嘅「黃絲偽人」杜汶澤食 KFC 炸雞嘅相，
「熱狗」仲留言大鬧：「祗（只）許『杜
狗』食怡和，不准『熱狗』食美心！」呢類
帖子一出，就立即俾「黃絲」反問：「佢係
藝員，你係政治人物，邊個先應該分清政治

&1

立場？」
攬炒派成日教「黃絲」乜嘢都要政治化，
連食餐飯都要分顏色，搞所謂「黃色經濟
圈」。「黃絲」就因為美心集團創辦人長女
伍淑清去年撐警反黑暴嘅言論而要罷食，而
持有美心一半股權嘅牛奶公司母公司怡和集
團 ， 旗 下 嘅 KFC 亦 被 攬 炒 派 標 籤 成 「 藍
店」。

鄭錦滿護主被圍插
鄭錦滿日前特登貼返杜汶澤食 KFC 炸雞嘅
相，雖然就冇明言話係想幫「蟲泰」洗底，
但班「黃絲」見佢趷起條尾，都明佢係想以

此護主。「Angus Ip」就鬧鄭錦滿：「自己
on ×× 食 美 心 ， 見 人 食 kfc 就 即 post 黎
（嚟）溝淡件事，你×唔××d，佢係藝員，
你係政治人物，邊個先應該分清政治立
場！」鄭錦滿就死撐：「溝淡？我冇講
『黃』『藍』喎，你唔好對號入座啦！」
見鄭錦滿都俾人爆粗鬧，唔少「熱狗」就出
嚟護主，鬧返班「黃絲」雙標。「海意翔」咁
話：「『黃絲』只係會批鬥『熱狗』，佢哋眼
中嘅『政治明星』就做乜都得的，『熱狗』食
美心，鬼！政治明星食 KFC， 『熱狗』批
鬥，『熱狗』鬼！『熱狗』發動『總辭』，但
『泛民』唔走，『熱狗』鬼！『泛民』發動

新民黨：助港人灣區置業
新民黨容海恩表示，現時港人在
大灣區置業相當困難，希望特區能
與內地協商拆牆鬆綁。她指出，中
央及特區政府鼓勵港人到灣區發展
的同時，便利港人置業需求，讓他
們擁有一個安樂窩是相當重要。

勞聯倡設貸款基金助失業者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勞聯潘兆平
表示，受到疫情影響，工友失業及
開工不足情況嚴重，建議當局設立
失業貸款基金，為工友提供緊急援
助。
他認為，工友都希望能夠自力更
生，透過工作養活家人，就算出現
壞賬，也可以透過強積金戶口扣除
貸款，不會對政府庫房構成太大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
任張曉明前日在一個論壇致辭指出，愛國愛港者治港，反
中亂港者出局，是「一國兩制」的政治規矩，已成為法律
規範。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張曉明的言論是以香港人較易明白的語言，點
出公職人員需符合的法定要求，若特區政府立法要求區議
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亦符合國際標
準。他並指，張曉明提到司法改革是值得司法及法律界重
視的言論，同時強調香港司法系統需要獨立，故認為改革
應從司法系統內部推行。
湯家驊表示，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出任
公職人員最主要標準，凡是愛國愛港者均會如此，故張
曉明的言論只是以香港人較易明白的語言，點出公職人
員需符合的法定要求，特區政府是有需要從法律上準確
界定，什麼情況才會被視為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
特區。

湯家驊：要求區議員效忠符國際標準

李家超：國安法讓港由亂變治

自由黨鍾國斌表示，個人希望特

區政府能夠在東南亞地區設立具規
模的工業園，扶助香港工業外更能
配合「一帶一路」國策，及加入國
家剛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讓香港工業界能
夠再創新里程。

實質要求不能胡混過關

他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
解釋已十分清楚，而香港法院亦在 4 年前陳浩天案的裁決
中，引用過有英國議員因拒絕宣誓效忠英女王，被裁定不
可出席任何會議及使用任何議員設施的案例，該英國議員
更在當地的司法覆核或國際人權法庭敗訴，故雖然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現時未有規範區議會，但若特區政府立法要
求區議員需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國香港特區，亦是符
合國際標準及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他重申，宣誓效忠不
只是形式，是實質的要求，不能胡混過關就算。

冀司法系統自內部改革

就張曉明指出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烈顯倫呼籲「是時
候進行司法改革」的言論值得司法及法律界重視，湯家驊
指出，張曉明亦同時強調了香港司法系統需要獨立，故他
認為改革應從司法系統內部推行，不提倡外來強行改革，
希望能給予司法系統時間自行處理問題。
他並指，烈顯倫作為終審法院前非常任法官，其意見只
是針對問題所在，是以作為司法系統內的人說應改革，並
非要求外來改革，而司法界對烈顯倫的看法「一半半」，
有人認為過火，有人則覺得言之有物，相信司法系統需展
開一輪內部討論，以尋求共識。他認為，若外界對司法系
統改革的意見是有理據和有需要，就並非向法官施壓。
被問到將來會否出現 DQ 法官的情況，湯家驊強調，這
種情況絕對不會出現。他解釋，目前若要 DQ 任何公職人
員，僅有 4 個途徑，一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由立法會
議員通過，解除立法會議員職務；二是選舉主任對參選人
的裁決；三是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若有
違反誓言，則須被取消其就任公職資格；四是被刑事法庭
裁定違反香港國安法，則失去公職資格。雖然《宣誓及聲
明條例》及香港國安法是函蓋法官，但難以相信會有香港
法官違反誓言或香港國安法，故就算理論上是可以 DQ 法
官，實際上會發生的機會等於零。

『總辭』，但『熱狗』唔走，『熱狗』鬼……
我係批鬥『黃絲』個腦。」「Rick Sanchez」
就話：「得啦，總知《蘋果》賣明日大嶼廣
告，『黃絲』食『藍店』、淘寶、玩抖音、支
持差佬捉市民無戴口罩，都係『黃』到金㗎
啦，『熱狗』食美心蛋糕罪大惡極。」
「Anodize Chau」則話：「賺『黃屍』錢幫
襯『籃（藍）店』，只准『黃屍（絲）』偶象
（像）食 KFC，不准『熱狗』鄭松泰食美
心，真係香港『企硬』生態模式啦！」
有唔少「手足」就話對杜汶澤好失望。好
似「Maxim Chang」話佢：「做完 show 即刻
食『藍店』。」「Sam Chan」都話：「估唔
到杜汶澤係『藍絲』，我要退出呢個群
組。」「Trixia Pat」就慨嘆：「好食是『良 ■ 鄭 錦 滿 揶 揄 杜 汶 澤 食 KFC 係 幫 襯
鄭錦滿fb截圖
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藍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