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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盼推強檢斷疫鏈 助港人大灣區發展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於下周三發表新年
度施政報告，立法會各建制派昨日約見林鄭月

娥，表達對施政報告的訴求。他們指出，攬炒派議員「鬧辭」，反令議會
呈現新格局，特區政府應把握時機，在處理疫情，以至房屋及就業等問題
上果斷推出更多惠民措施，包括通過盡快推行全民強制檢測，切斷社區傳
播鏈，同時強制全民使用記錄行蹤的流動程式，做好流行病學追蹤，盡快
實現「清零」，打好香港經濟復甦的基礎，並通過政策協助香港人，特別
是年輕人到粵港澳大灣區就業、發展。在這段期間，政府應為飽受失業困
擾的弱勢社群提供支援，包括設立失業援助制度，同時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和職業轉型培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建制派各政黨與林鄭月娥昨日的會面上，
防疫控疫繼續是最受關注的議題。
廖長江：控疫拖拉沒好處
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在會後表示，香港疫
情反覆持續了一段長時間，而政府目前採取的
措施，一直無法達到「清零」的要求，繼續拖
拖拉拉，對香港沒有好處，特區政府一定要痛
定思痛。他指出，建制派在詳細討論後認同，
採取全民強制檢測將最為奏效，而最低限度也
應再進行一次普及社區檢測，以找出源頭不明
的個案，切斷社區傳播鏈，實現「清零」。否
則，經濟活動不斷受到打擊，失業率也會持續
攀升，對經濟復甦更不利。

李慧琼：應關注失業社群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補充，市民都希望行政長
官可以大刀闊斧，成功控制疫情，同時關懷最
弱勢的社群。面對嚴峻疫情，很多打工仔都面
對開工不足、放無薪假等情況，相信實際的失
業率可能較勞工處的數據更高，希望政府關注
飽受失業困擾的弱勢社群。

麥美娟：效星推強制追蹤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表示，在攬炒派立法會議
員「鬧辭」後，議會的運作更有效率，政府應
珍惜這段時間，提出果斷措施「破局」，包括
設立失業援助制度，向失業者發放現金援助，
而疫情下受重創的行業，包括航空、飲食、旅
遊等從業員，亦應得到特別支援，同時提供更
多就業機會和職業轉型培訓。在控制疫情方
面，工聯會認為政府應參考新加坡，強制全民
使用記錄行蹤的流動程式，做好流行病學追
蹤。
工聯會並指，目前運輸及房屋局負責兩項相
當重要的政策，但「兩邊工作都做得唔好」，
故建議分拆為發展及房屋局，負責處理房屋及

土地供應，將運輸與工務合併，處理基建工
程、創造就業等，並確保基建工程成本不超
支、不超時。

林健鋒：應着墨灣區發展
經民聯林健鋒表示，現時工商界及出口界受
衝擊，於內地設廠的港商的出口數量萎縮，希望
可以將部分出口改為內銷，並期望新年度施政報
告可在大灣區發展及資格互認等政策方面着墨。

鍾國斌：防疫基金應加碼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則擔心「保就業」計劃完
結後，香港失業率會大幅增加，建議防疫抗疫
基金加碼，並建議政府「半開關」，容許內
地、澳門等地來港人士可以免除檢疫14天。

葉太：應放寬海外醫執業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表示，跨黨派均認
為，香港應放寬海外醫生來香港執業，如先讓
在海外修讀醫科的港人返港執業。在教育方
面，她批評目前坊間的教科書完全沒有規管，
教師的專業操守及專業水平都有待提高，希望
政府採取措施去應對教育問題。新民黨副主席
容海恩補充，為解決年輕人就業難的問題，特
區政府採取措施，協助年輕人到大灣區尋找發
展機會。

■立法會各建制派昨日約見特首林鄭月娥，表達對施政報告的訴求，包括通過盡快推行全民強制檢測，切斷社區傳播
鏈，而最低限度也應再進行一次普及社區檢測，以找出源頭不明的個案。
視頻截圖

基層劏戶捱貴租 逾六成人撐租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
於本月 6 日至 15 日進行「基層住戶與
劏房租管」問卷調查，訪問 296 名劏
房、天台屋、板間房等不適切房屋住
戶，調查發現租金太貴、人均面積狹
小、電費太貴是基層住戶頭三大問
題。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他們此

前建議政府設立租金管制，惟進度緩
慢，加上現時香港經濟不景，劏房租
戶面對租金壓力，希望政府盡快向立
法會提交議案審議，又認為在新形勢
下的立法會，如果條例草案合情合
理，立法會將盡快審議，透過法例讓
基層市民受惠。

鄭泳舜倡規管濫收水電費

陳健波：維持金融競爭力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表示，在國家大力支持
下，大灣區將有大量商機，本港國際金融及商
業中心的地位將更穩固。特區政府應該效法新
加坡，為有意來港的投資者提供度身服務，以
換取投資者承諾招聘更多本地員工；研究在符
合國際的要求下，維持較寬鬆的合規條款，要
求金管局、保監局及證監會等機構審視現有規
管條例，取消或放寬過時的條款，讓金融業有
合理經營空間及維持國際競爭力。

■民建聯調查發現，逾六成半受訪者支持租金管制。

常處理香港事務，而大灣區內各項政
策繁多，令人關注到日後設立大灣區
辦公室後如何能與其他政策局做好協
調溝通。
曾國衞在回應時表示，現時已有由
行政長官主持的「推進大灣區建設及
內地合作督導委員會」，其他政策局
局長均為成員，並強調當局會全面做
好協調工作。

曾國衞：助三地協調溝通
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支持設立有關職
位，但關注到大灣區辦公室和駐粵辦
之間的角色分別，擔心大灣區的港人
企業未來仍需要回港處理事務。曾國
衞回應說，大灣區辦公室及兩個新設
職位，將有助加強粵港澳的協調和溝
通工作，亦會監督有關大灣區政策的

落實情況，加強與業界溝通和宣傳。
財委會同日審議財政司長辦公室轄
下的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一個首席經
濟主任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以繼
續進行扶貧、福利及人口範疇的相關
經濟分析和研究事宜。多名議員在發
言時直言，對有關撥款申請有保留，
更有議員質疑將這些編外職位轉為常
額職位，對改善扶貧的工作作用不
大。有議員則認為，在目前的經濟環
境下，是否適宜將這些職位轉為常額
職位。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表示，高薪聘請
人員研究扶貧工作的做法諷刺，並質
問開位後是否能向銀髮族提供福利，
以及落實 60 至 64 歲人士的兩元乘車優
惠。新民黨議員容海恩就質疑，將首
席經濟主任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對

攬炒違規辦「黃市集」市民促速徹查
及灣仔社聯辦事處請願，要求盡快徹查
此事。

售黑暴商品違活化規定

■市民代表前往市建局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民代表前往社聯辦事處請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攬炒派組
織「Office Avengers」於上月 10 日及 11
日，在太子 Good Point 一樓的「天經地

義生活館」舉辦所謂的「黃色市集」，
公然利用市建局場地販賣黑暴商品，引
發市民不滿。有市民昨日先後到市建局

市建局於 2014 年以單位應課差餉租值
計算租金，以較市值租金低 40%的優惠
租金，將 Good Point 整棟唐樓租給社聯
負責管理，再由社聯分租給不同團體作
社會服務用途，而一樓分租給「天經地
義生活館」使用。
4 名市民代表昨日上午先後前往位於
上環的市建局及灣仔社聯辦事處請
願。他們高叫「黑暴社企勾結、損害
市民利益」「假社企支援黑暴、黑暴

扶貧工作有何作用，「係咪真係扶到
貧？」
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回應時表示，
該 編 外 職 位 於 2013 年 開 始 ， 2016 年
再續期，主要負責扶貧研究工作，並
按年更新貧窮線的分析和監察，而有
關工作屬恒常性的工作。過去兩年，
香港的經濟環境不斷轉差，令同事的
工作量不斷增加，並無額外的人手可
以調配，且有關搜集及分析工作，須
恒常地進行，否則對扶貧方面的分析
質素將受到很大的影響，故建議將
目前的編外職位安排，轉為常額職
位。
他直言，雖然項目是重要及迫切，但
基於議員持不同的意見，也值得當局再
度考慮，最後決定撤回項目，讓政府檢
討。

一家親」等口號，投訴攬炒派組織
「Office Avengers」在「天經地義生活
館」舉辦所謂的「黃色市集」，違反
有關活化項目規定，促請市建局盡快
嚴肅徹查有關人等的違規行為，以及
交代作為 Good Point 運營者的社聯是否
知情。
請願者馬小姐指出，「黃色市集」是切
切實實販賣貨品賺錢的商業活動，有違市
建局將 Good Point 整棟唐樓租給社聯作
社會用途的原則。
她又指，社聯作為 Good Point 的運營
者，未有嚴格管理場地的合法使用，
任由「天經地義生活館」將場地外借
給攬炒派組織作商業活動，不僅違反
條款，更是在縱容黑暴濫用納稅人的
血汗錢。

鄭泳舜建議，劏房租管條例應該包
括設立租金加幅上限，參考公屋租金
調整機制，並應確保居住權保障，業
主需要提供合理原因，否則不可隨便
收回單位或中止租約，同時要規管濫
收水電費等情況。
除重推租管外，他還建議特區政府
推出租金津貼、增加市區過渡性房屋
供應、積極增加土地供應等措施，以
紓緩市民的居住問題。

逾六成人不滿非建制區員表現

財會通過開新位 設灣區辦公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 會 財 委 會 昨 日 以 32 票 贊 成 、 兩 票
反對，通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開設兩
個首長級編外職位，以設立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辦公室。多名議員在會上關
注到新設的「大灣區辦公室」和現有
駐粵辦的分工問題，以及新設職位的
職能範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
國衞表示，未來會做好兩個辦公室之
間的協調工作，有關職位將監督政策
落實情況，以及促進相關部門溝
通。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繼續審議由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提出，開設粵港區大灣
區發展辦公室發展專員和助理專員兩
個編外職位的撥款申請。民建聯議員
黃定光在發言時表示，特區政府的駐
粵辦一直負責與內地保持溝通，並經

調查顯示，65.2%受訪者支持租金
管制，反對的僅佔 9.5%。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鄭泳舜指出，現時本港有 10 萬
劏房戶，涉及 20 餘萬劏房住客，他們
的居住環境狹窄、租金昂貴，處於水
深火熱之中。
他直言，政府雖成立劏房租務管制
研究工作小組及舉辦過公聽會，但公
聽會只是討論表面問題，對劏房租金
管制方面欠缺細節，期望特首下周三
發表的施政報告，能夠有中長期政策
支援劏房戶，包括就租管提出條例草
案修訂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
炒派於去年 11 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
中搶佔逾八成議席，他們過去一年的
工作表現備受社會關注。公民社會研
究所昨日公布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發
現，逾半受訪者非常不滿其當區區議
員的表現，其中逾六成受訪者非常不
滿非建制派區議員的表現。另有近七
成受訪者表示，從未見過非建制派區
議員落區工作，亦有六成受訪者認為
他們無兌現其選舉政綱。
公民社會研究所於本月 16 日至 18
日透過網上問卷，對 15 歲或以上香
港市民進行「第六屆區議會議員表現
意 見 調 查 」 ， 成 功 回 收 問 卷 7,853
份。回應者中，自稱建制派的有
5,123 人（65.24%），而並非建制派
的則有2,730人（34.76%）。
調查結果顯示，52.79%的受訪者
非常不滿其當區區議員過去一年的表
現，其中逾六成受訪者非常不滿非建
制派區議員的表現，對建制派區議員
表現感非常不滿的只有一成多。

近七成批未兌現政綱

59.46%受訪者認為其當區區議員沒
有兌現競選承諾，其中近七成認為非建
制派區議員沒有兌現政綱，而認為建制
派區議員無履行承諾的則不足兩成。
同時，62.71%受訪者表示，沒有見過其當區
區議員落區接觸居民，其中近七成表示無見過非
建制派區議員落區工作，未見過建制派區議員的
則有近兩成半。60.87%受訪者則認為其當區區
議員不能與政府保持有效溝通，只有11.51%認
為其居住的選區在過去一年「變得更好」。
此外，56.77%受訪者認為其當區區議員曾
做出違反「人大決定」的行為，其中逾六成半
認為非建制派區議員宣揚或支持「獨暴」、尋
求外國干預特區事務等。被問到假如明天是新
一屆區議會選舉投票日，78.01%受訪者表示不
會投票給其當區的現任區議員，會投票給現任
議員的只有1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