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選舉制度後新一屆立法會
的首次大會，特首林鄭月娥出席
並回應議員質詢。雙方良性互
動、用心論政，就助抗疫、惠民
生、謀發展坦誠交流，展示了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後香港管
治出現的新風貌。行政立法都明
白重任在肩，雙方都要積極有
為、有擔當，推動良政善治，取
信於民、不負中央信任。社會各
界殷切期待，行政立法攜手合
作，迅速解決當前抗疫紓困的燃
眉之急，助中小企、打工仔渡過
難關，以實在政績體現以民為
本、為民謀福。

在答問大會上，特首和議員們
以理性、有序、高效的新風貌開
啟議會新篇章。首先，劣質議會
文化一掃而光，行政立法互相尊
重、坦率交流，議員積極認真發
問，問題集中在市民最關心的抗
疫工作、問責國泰、強積金對
沖、房屋等問題，特首逐一詳盡
回答，表達政府意見、施政的考
量，以爭取議員的理解、支持；
其次，議員們摒棄攬炒政客攻擊
抹黑、抬高自己的政治伎倆，而
對施政的質詢、監督並無「放軟
手腳」，對能否及時堵塞抗疫漏
洞、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能否協
助打工仔、土地房屋能否明顯增
加等迫切問題，議員們直接追問
特首，代表市民反映不滿和擔

憂，體現了作為
民意代表為民發
聲、盡責履職的
應有之義。

行政立法關係
重回正軌，一方
面立法會理性配合監督施政，落
實基本法設計的行政主導，提升
管治效能，另一方面，議員們實
事求是提出意見，凝聚民間智
慧，向特首、政府提供更多具建
設性的建議，讓施政更貼近民情
民意，更能想民所想、急民所
急、造福市民。這正是完善選舉
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初
衷和目的。

受第五波疫情打擊，飲食等服
務性行業經營又跌入「寒冬」，
打工仔手停口停，這些嚴重受疫
情影響的行業及僱員，亟需政府
支援照顧；疫情反反覆覆，有向
更多社區擴散的風險，近日不少
長者在寒風中排隊檢測，苦不堪
言，本港的檢測能力、接種能力
還要大幅提升。防疫抗疫、惠民
紓困，挑戰嚴峻，影響千家萬
戶，關係市民健康安全、幸福感
獲得感。行政立法都是愛國管治
者，都是建設香港、服務市民的
中堅，在困難挑戰面前，更要團
結一致，出心出力，互相補位，
帶領全港克服難關，早日恢復正
常生活，重建繁榮穩定。

「北部都會區」踏出第一步 開創香港發展新格局
第七屆立法會舉行首次會議，特首

在答問會上，交代了「北部都會區」

的推展細節，表示將大刀闊斧壓縮土

地規劃流程。筆者樂見「北部都會

區」工作在施政報告後3個月內有所進

展，期望在不久的將來，得見政府為

覓地建屋拆牆鬆綁，令「北部都會

區」加快上馬。

劉國勳 立法會議員

新一屆立法會翻開全新一頁，特首在首次會
議上公布北都多項關鍵項目進展，足見政府對
「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重視程度。概括而言，
特首循三個方向闡述了「北部都會區」的構建
工作：第一，修改法律，壓縮土地開發程序；
第二，以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混合模式，引
入企業發展；第三，基建先行，着手興建鐵
路。政府無疑踏出了令人滿意的第一步，準確
拿捏到盡快推進「北部都會區」發展時間，乃
重中之重。三個方向亦與筆者參選立法會的政
綱不謀而合——新速度、新鐵路、新就業，建
設「北部都會區」！

支持政府壓縮土地規劃流程
關於修改法律方面，特首稱發展局將在本季

提交精簡土地發展的具體建議，當中涵蓋多條
法例。筆者支持政府壓縮土地規劃流程，事實
上，要加快土地房屋的供應，修改法例及簡化
程序是至關重要的一步。現時本港多個新發展
區項目，由初期規劃研究至最終落成動輒十多
年，難以配合日新月異的大灣區發展。

因此政府在規劃研究及建設的程序、效率上
必須作出多項突破，精簡發展規劃程序，例如
減少或壓縮重複的諮詢環節等，從而縮短發展
審批時間，目標在10年內建起「北部都會區」
雛形，提供大量土地房屋予市民居住，讓新界
北市民安居樂業。

關於企業發展方面，政府尤其值得一讚，因
推行混合模式發展新田創科用地，切合筆者
《新界北建設香港新中心倡儀書》中提及的政

府主導、市場運作模式，將土地批予合資格企
業，引入私人市場力量，根據企業需求設計並
建造廠房或研發中心等，以度身訂造方式代替
劃一標準，可令發展變得靈活快速。

尤其現階段的河套地區，已展開的第一期主
體工程僅含八幢樓宇，如將河套餘下土地以招
標形式批出，將有利加速產業發展。「北部都
會區」的成功，某程度上視乎產業發展能否創
造足夠就業，讓該區達至職住平衡，令新界北
市民優先受惠。

建議增設天水圍北站
關於基建先行方面，政府稱現正着手研究洪

水橋與前海鐵路增設車站位置，筆者贊同現階
段宜盡快興建支線，因支線的大部分土地屬於

政府，推進更快更易。基於現時天水圍北部人
口稠密，筆者大膽建議增設天水圍北站，然而
北都發展計劃中並無新鐵路站方便該區居民，
反而在人煙稀少的尖鼻咀、流浮山設站，

因此政府應將天水圍北站一併加入規劃研
究，以紓緩該區交通問題。另筆者建議在蓮塘
加建一條南北鐵路直出市區，亦可減輕東鐵線
人流飽和的負荷。惟必須留意的是，港鐵近年
表現差強人意，政府宜考慮引入其他鐵路公
司，以加強競爭。

總括而言，立法會第一次會議，喜聞「北
部都會區」踏出了第一步。筆者期望在新一
年，政府繼續向全港市民展示擔當有為的施
政新風，保持新速度，開創香港發展新格
局。

近日，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接受報章專訪時表
示，為回應社會的關

注，教育局將審慎研究教育人員專業操
守議會未來發展，並會在今年內向公眾
交代情況。相信香港廣大市民與前線教
育工作者，均歡迎教育局主動提出檢討
教師操守議會角色。這是正面回應社會
大眾對議會必須改革的訴求，也是重新
建立操守議會公信力的最佳時機。

成立於1994年、至今已有28年歷史
的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是教育局屬
下的一個專業諮詢機構。據公開文件顯
示，議會主要有三個功能：一是向政府
建議有關提高教育專業人員操守的意
見；二是擬訂一套應用準則，以界定教
育工作者應有的操守，並通過諮詢，使
這套準則得到各個教育界別廣泛接受；

三是接收有關違反教師專業操守的投
訴，向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提供意見。

可以說教師操守議會既是教師專業守
則的制定者，亦是教師行為操守的監督
者。這雙重角色可見議會對提升教師專
業操守有重要作用及地位。可惜的是，
教師操守議會近年來因為種種原因，未
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自2019年修例
風波以來，教育局收到數以百計關於教
師涉嫌違反專業操守的投訴。在成立的
個案中，局方已按《教育條例》取消4
名教師的註冊資格，向50名教師發出譴
責信、向52名教師發出書面警告。

2019年以來，該議會收到與失德教師
有關的投訴僅6宗，反映社會大眾對議
會失去信任，亦顯示出議會在處理教師
違反專業操守的手法無法得到社會各界
的認同。不少教育界人士均提出，如果

議會不作為，那這個議會
還有什麼存在價值呢?

特區政府多年來投入
大量資源在該議會中，但議會在處理
有關違反教師專業操守投訴卻發揮不
了應有的角色，教育局必須檢討相關
功能。正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所言，
教育局在教育工作的角色不只是提供
資源，更是政策的制訂者、推行者及
監管者。

成立多年的教師操守議會，最重要的
角色當然就是處理有關違反教師專業操
守的投訴。議會一旦失去原本設立目
的，就應該回應社會大眾要求改革的呼
聲。筆者相信教育局提出改革教師操守
議會的舉措來得及時和必要，這亦是體
現特區政府從此走向良政善治的一個重
要徵兆。

改革教師操守議會來得及時和必要
丁江浩 民建聯培訓委員會副主席 教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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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燊 中國僑聯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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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變種病毒令本港疫情
不斷升溫，此輪疫情由早前的國
泰機組傳播鏈引發，而近期的生
日宴會卻被推上了風口浪尖，成
為了大眾聚集的焦點，大有被政
治化的趨勢。實際上疫情面前，
人人平等，無人可以置身事外。
香港兩年來的抗疫經驗說明，政
治化無益於全社會團結抗疫。以
當前本港疫情的發展趨勢來說，
聚焦抗疫才是頭等大事，而不應
該本末倒置把一場宴會當成問題
的焦點。

新冠疫情從發生到現在已經兩
年多，香港受疫情的影響已經和
外界斷了很久的聯繫，失業率高
居不下，市民收入銳減，社會方
面也因疫情的關係令到很多跨境
家庭長期無法見面，引起很多社
會矛盾。現在因為疫情的再次反
彈令各行各業損失慘重，全港過
去一年多來的抗疫努力付諸東
流，與內地免檢疫通關更是無
期。

當然，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之
際，多名官員及部分立法會議員
仍然出席大型聚會，明顯與疫情
嚴峻形勢不符，也悖逆民意，缺
乏應有政治敏感。涉事人等先後
向公眾作出了真誠的道歉，已嚴
格按規定進行了檢疫隔離。政府
也會對涉事人等是否違規違法追
究到底。

「外防輸入」漏洞才是引發此

輪疫情的根本原
因，國泰機組人
員鑽規定漏洞，釀
成Omicron變種病
毒株首次在本地傳
播。當局應深入調
查相關人等是否涉及刑事和民事
責任，包括追究刑事責任和民事
賠償。

另一方面，因為Omicron的高
傳播性，本港在目前嚴峻的情形
下，最迫切的任務是市民必須團
結一致，將抗疫列為頭等大事，
共同應對新冠病毒這個共同敵
人，最大程度控制疫情擴散蔓
延。病毒傳播越快，越要加速病
毒的追蹤溯源，政府應抓住黃金
時間，迅速判定、排查和管控密
切接觸者、密接的密接和其他風
險人員，擴大封區強檢範圍、盡
快啟動「疫苗氣泡」等一切防疫
措施，有漏洞就盡快補上，才能
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這些才
是當下大家應該着重的「實
事」。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
的。這場疫情，沒有人能置身事
外，願每一個人都能做好自己，
聽從科學的安排，平安度過這個
春節。生命在，往後一切都值得
被期待。媒體也應該傳播積極的
思想，不要為了蹭熱度，肆意渲
染轉移事件焦點而本末倒置 ，大
家應回歸對疫情本身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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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海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主席 港區佛山市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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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參與「百人宴」的官員及議
員陸續向公眾公開道歉。第五波疫情爆
發，目前最重要是同心抗疫，病毒才是
全社會的共同敵人，只有團結才能再次
走出疫境，而首要工作是堵塞防疫漏
洞。政府要給市民信心，樹立榜樣，才
能上下一心，全力對抗疫情。面對來勢
洶洶的疫情，呼籲社會各界齊心應對，
合力切斷其傳播鏈。香港正處於抗疫關
鍵時刻，市民要以同心抗疫為重點，筆
者全力支持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依法辦
事，嚴肅跟進生日派對事件，並立即檢
討及堵塞所有防疫漏洞。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事件表示
的，同意政府嚴肅處理生日會事件，並相
信涉及人士是真誠道歉，盼他們可以從今

次事件中汲取教訓，日後在各自崗位上繼
續做好防疫抗疫工作。今後關鍵的工作是
要嚴格執行外防輸入，機組人員是個很大
漏洞，要完善監管機制，團結一致向前
看，爭取早日清零，盡快通關。

筆者認為，市民作為第一道防線，個
人甚至寵物的防疫措施都已做得很好。
疫苗接種亦很積極，但阻止病毒傳播決
不能只靠疫苗，政府應去想辦法阻斷可
能會有的防疫漏洞，因為有些地方是普
通人看不到的。

國泰航空管理粗疏，導致病毒散播社
區，最終拖累全香港人一同受罪，特區
政府實在不能再視而不見，必須採取行
動，嚴肅追責。

此前，特首林鄭月娥已責成國泰全面

調查事件和採取行動。她
強調，所有從事高風險工
作的人要為社會負責，不
能只依個人意願行事，而讓整個社會承
受後果。該事件顯示，疫情下要嚴格管
理，不可只靠內部指引、靠信任。期望
特區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都須拋棄僥倖
心態，外防輸入上，在機組人員和海外
抵港人士方面決不能再允許任何例外情
況，而除了國泰外，更要深思是否還有
其他仍未堵住的防疫漏洞，徹底斬斷傳
播鏈。而社會各界須要齊心協力抗疫，
政府官員更應以身作則，嚴守紀律，時
刻保持高度警覺，避免參與高風險活
動，全社會共同抗疫，讓香港回復正
常。

嚴肅究責國泰播疫穩固抗疫防線
蕭建輝 湖北省政協委員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副會長兼副秘書長

今年是新冠病毒疫情蔓延的第三個年
度，疫情的不斷反覆和病毒的變異變
株，使全球都處在疫情危機及其次生危
機的深度苦難之中。新冠病毒成為當下
全球的最大威脅，疫情危機是當今世界
的最大危機，國際社會對此必須形成共
識，並合力抗疫，任何與此背道而馳的
歪門邪道都是不得人心的。

病毒不除，疫情不消，這個世界是不會
太平的。疫情下的經濟凋敝、供應鏈中
斷、民生苦澀、民怨日甚及由此引發的政
治、社會動盪，僅是疫情下的世界淒苦危
機的某些表現和表象，更嚴重的問題在於
這個世界還存在更為嚴重的混亂緊張與風
險危機，這些可能會引發什麼，是當下國
際輿論高度關注和深深擔憂的。

新年伊始，國際局勢更為錯綜複雜、
波詭雲譎。從歐洲到亞洲，從中亞到中
東、非洲，國際政治、地緣政治、軍事
對峙、安全風險、明爭暗鬥、較量博弈
的突發事件與惡變態勢，給全球安全的
地平線上不斷增添黑點和爆點。

俄烏矛盾愈演愈烈，雙方在邊境地區
陳兵集聚，雙方互不讓步，衝突一觸即
發，牽動中東歐乃至整個歐洲的敏感神

經；阿富汗局勢尚未平息，中亞第一大
國哈薩克斯坦又在1月5日爆發大規模
騷亂，同一天和之後朝鮮接連發射高速
導彈，引起韓國、日本強烈反應，而南
海和台海局勢也是暗流湧動。這一切的
一切，表面看似割裂的，實際有很多的
內在聯繫，其主要根源究竟何在，國際
社會是基本清楚的。

儘管美國一再狡辯抵賴，但事實上美
國脫不了關係。如果不是美國在撐腰，
烏克蘭不會面對強國俄羅斯如此堅定怒
懟；如果沒有人在背後策劃煽動，哈薩
克斯坦不會突然間發生「顏色革命」騷
亂；如果美國真的願意改善美朝關係，
也許朝鮮沒有必要再急於發展高精尖武
器；如果美國不圖謀不軌，不蠻橫干預
插手台海、南海局勢，那裏的局勢顯然
會比較平靜。

而反觀美國國內，圍繞去年1月6日暴
亂分子衝擊國會山的爭鬥進一步白熱
化。拜登當局要嚴懲肇事者，但在野的
共和黨誓言合力對付拜登政府，特朗普
再次揚言要競選美國下任總統。美國的
政治已經徹底撕裂，社會民意極度分
裂 ，是與非、法與治在美國變得更加混

淆不清，不少輿論擔心美國將爆發一場
內戰。美國連自己的問題都無法解決，
卻總是在世界上惹是生非，挑撥離間。

自去年底以來，美俄關係格外引人注
目，一方面美俄從首腦視頻會晤到高官
當面會談，磋商美俄戰略穩定問題，另
一方面美俄又不斷地強化自己的立場，
在各自的「原則立場」問題上寸步不
讓。僅今年以來，美俄就進行了一系列
的會談，從迄今雙方透露的資訊看，這
一系列和長時間的閉門會談都沒有取得
突破，彼此各說各的話，並不斷地相互
指責。美俄都為對方劃定了軍事安全和
戰略紅線，進行了相互亮底牌的威脅。

華盛頓為何堅持要與莫斯科談判，謀
求所謂的美俄戰略穩定，其真實動機和
國際大戰略意圖是掩蓋不了的。但可以
預料，美國的戰略圖謀是不會得逞的。

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和軍事強國，
如果不把心思首先放在着力解決本國和
全球的病毒疫情危機上，而是挖空心思
要進行自己的戰略運作，謀求美國的全
球競爭優勢和企圖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
地位，這不僅是對世界的不負責任，而
且是對世界的一種作孽！

美國應與各國合力解除疫情危機
馬躍 資深國際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