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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促政府制訂應變方案

區會拉票搞簽名 訟棍又霸路阻街

網民斥公民黨是「禍根」 外傭組織認20萬會申居權

踏進農曆7月，民間盂蘭勝會活動
此起彼落，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便

以「盂蘭勝會豈只是潮人盛事」為題，在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中撰文，指盂蘭節慶已成為具有香港本土
特色的民俗盛事，從中可以品味中華文化傳統，可以
追尋到潮籍人士的移民歷史，還可以找到香港發展的
軌跡。今年6月，盂蘭勝會經香港申報，獲列為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具有遠超乎潮州人的意義。
曾德成表示，未來一周，香港多處有較多潮州籍人

士居住的社區，陸續會有盂蘭勝會活動舉行，別有一
番熱鬧。今年的活動別具意義，因在今年6月盂蘭勝會
連同長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和大坑舞火
龍，經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申報，已獲列入第三批國
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他又指，盂蘭節雖有不同
名稱，但都與祭祀祖先、祭悼亡靈有關。它起源自目
連救母的傳說，有宣揚孝道、行善積德、建構和諧的
深刻內涵和現實意義。
曾局長指，香港潮籍人士數目達120多萬，他們特別

思鄉念祖，又彼此鄉誼濃厚，百多年來，傳承中華文
化傳統和潮汕人文風俗，一直非常積極。一年一度的
「盂蘭勝會」，成為潮籍人士重要的聯誼活動，歷時一
個月，從農曆七月初一起就舉行，直至七月底止。它
甚至把內地一些已消亡或式微的民俗傳統也承傳下來
了，逐漸成為香港一項大規模的民俗活動。不管是不
是潮州人，每年到這個時候，都會感受到它的節日氣
氛。在潮州人較多的社會，氣氛就更濃烈。

有關人士籌設「香港潮人文化館」
他續稱，盂蘭勝會的主要活動包括祭祀祖先、燒街

衣、上演神功戲、派發平安米、福物競投等；又有非
常豐富的民間文化藝術內容。各區會場的戲台，以潮
劇、木偶戲演出為主，還有形式多樣的文藝活動，其
中有各式民間傳統民俗手工技藝，如牌坊製作、紙
祭品、潮式刺繡等。著名的潮式飲食文化也趁機會大
展身手，粿品食品大量展示。由於香港潮人盂蘭勝會
的豐富文化內涵，有關人士已提出保護計劃，包括成
立研究中心，編纂出版《香港潮人盂蘭勝會》，並籌備
成立「香港潮人文化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曾局長談盂蘭勝會：
豈只是潮人盛事

社群發起活動 市民狠批公民黨「禍港」

反外傭居權 半日2萬市民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院將於

本月22日審理涉及外傭爭取居港權的司法覆核

申請，官司一石激發千重浪，引發全城關注熱

論，不少市民更狠批協助外傭入稟的公民黨

「禍港殃民」。愛護香港力量行動與「反對外傭

永久居留權社群」昨日分別假旺角行人專用區

及九龍灣地鐵站出口收集市民簽名，前者在短

短5小時內已收集到超過15,000名市民簽名，後

者亦2個小時內亦收集到約5,000名市民簽名，

反映香港市民普遍反對外傭爭取居港權。有簽

名市民直言，事件影響深遠，擔心外傭「搶飯

碗」、「爭福利」，衝擊香港社會

穩定。

因公民黨暗地策動
的港珠澳大橋環評風

波尚未結束，大橋香港段建設工程依舊
「上馬無期」，不過內地的珠海段工程則
進展順利。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民建聯
會務顧問葉國謙、民建聯離島支部主席
周轉香等一行十多人的廣東訪問團，日
前便抵達珠海，考察港珠澳大橋工程進
度，並與珠海市長及港珠澳大橋管理局
等會面。阿譚在會上指出，現時香港市
民欠缺關於大橋的正面信息，提議當局
可考慮派專家舉辦民間講座、發放更多
資料予傳媒等，加深香港市民對大橋進
度、環保資訊等的掌握，及大橋對提升
香港競爭力的作用，讓市民明白大橋落
成對香港的好處。
民建聯一直全力支持港珠澳大橋的興

建，阿譚對大橋香港段工程因司法覆核
案而被迫擱置深感惋惜。他又指，三方
在進行工程時必須顧及環保的問題，並
建議當局加強宣傳工作。阿謙亦指出，
香港市民對大橋的財政控制、工程安全
等問題都十分關心，若能讓市民更多接
觸這類資訊，相信有助工程順利進行。

林雨丹簡介工程進度
港珠澳大橋管理局副局長林雨丹則向

民建聯簡介了港珠澳大橋的工程進度，
指出至7月底，珠海方面已完成製作東
人工島的島壁鋼圓筒，而西人工島的61
個島壁鋼圓筒亦已完成了35個。預計大

橋沉管工程於第四季招標；而珠海口岸的規劃工
作會於明年底前完成前期工作，並於後年進行工
程招標。按計劃，大橋將於2016年9月底完成交
通工程施工，並於年底完成系統聯調進入試行。
珠海市長鍾世堅又表示，大橋具有連繫香港及

珠江口西岸地區的作用，為發揮此作用，市政府
已研究規劃輕軌列車連接大橋口岸及拱北和珠海
機場，亦將有助香港飛機航班分流，進一步發揮
香港國際港的角色。
民建聯訪問團8月4日起訪問廣東12市，前日分

別訪問了中山和珠海市，在中山市考察期間，參
觀高新科技區「火炬開發區」，和中國風力發電
先驅企業明陽風電；另一隊由副主席劉江華率領
的訪問團則到訪了揭陽市及潮州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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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進展

愛護香港力量行動召集人王智東稱，5小時的簽名運
動，收集到超過15,000名市民簽名，反映香港市民對外傭
爭居港權持反對意見。組織成立「反對外傭永久居留權社
群」的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則指，外傭居港權不應如此倉促
決定，應該有計劃、有秩序地安排，因為此事對香港社
會、經濟有重大影響，所以特區政府應該要求人大釋法。
但他強調並非歧視任何工種或種族，只是希望有關問題不
能以「符符碌碌」態度處理。

憂「廿多萬人湧港 福利」
即場簽名的張先生表示，自己平時不會參與簽名活動，

但今次外傭居港權問題涉及很多問題，對香港民生、政
治、經濟都構成負擔：「故今次市民要挺身而出，因為影
響深遠。加上即使外傭想要香港居港權，未必對香港市民
有益，始終突然有廿多萬人湧港 福利。」他認為，特區
政府應及早提請人大釋法，以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問題：
「而事件亦令我本身想聘請外傭，但現在惟有暫時不請。」
鄺先生則指，外傭只是來港工作，不應該有居港權：「讓
他們擁有居港權，會浪費香港資源。」
吳女士直言，其實外傭在受聘時已理解到自己不會於香

港長期居留，不明為何不給外傭居港權會涉及歧視問題：
「而且很多國家或地區都不會讓外地勞工擁有居留權，因
為涉及很多民生問題，譬如香港房屋供應已經緊絀，外傭
成功爭取居港權只會增大負荷。」

擔心更多港人失業 請外傭更難
甘女士亦擔心若外傭能夠享有居港權，將令更多香港人

失業：「香港福利又必然比菲律賓好，所以讓他們 到居
港權未免有點無謂」。
朱小姐指，自己家中有聘菲傭，照顧小孩，但不贊成外

傭可享居港權，因為工作滿7年並不代表就有資格居港。
而她家中的傭工都表示不希望留在家鄉以外的地方生活。
她認為，如果外傭可享居港權，會有人只留港享受社會福
利，而放棄本身的工作，只會令港人聘請外傭更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涉及外傭爭取居港權
的司法覆核申請，於本月22日在高等法院開審。有見
案件將可能令享有香港居留權的人數大幅增加，對本
港經濟及各項社會福利，包括教育、醫療、公屋需
求，以至人口政策帶來深遠影響，民建聯對此表示高
度關注及深切憂慮。約30名民建聯成員昨日遊行到政
府總部，要求政府就外傭爭取居港權案制訂應變方
案。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強調，現階段提出政府敗訴
對社會的影響，並非不尊重司法制度，而是希望政府
就此做好應變，審慎應對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

減對港造成短中長線負面影響

民建聯指出，一旦外傭一方獲得勝訴，除了即時約
有10萬名外傭可能取得永久性居民身份外，還會陸續
有大量外傭居港滿7年，及尋求家庭團聚的外傭直系親
屬，有望取得永久居留權，對香港社會造成沉重的額
外負擔。故此，民建聯強烈要求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就
事件制訂應變方案，從而減輕案件對本港所造成的短
中長線負面影響。

張國鈞：估計數字有根據
對公民黨早前指政黨估算「誇大」，張國鈞重申，民

建聯所提出的估計數字是有根據的，事實上目前已有
逾10萬名外傭在港居住滿7年，民建聯是根據此數字就

福利等各方面的影響作出估算，若外傭一旦成功爭取
居港權，會令本港人口大幅增加，出現爭學校、輪公
屋、迫醫院的情況。他強調，民建聯是要求政府在行
政措施上做出準備，不會影響司法獨立性。
另外，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出席一公開活動後，指自

己對外傭擁有居留權的爭拗感到十分擔心，希望特區
政府能夠盡快理順問題，又指當局一向以來已有為外
傭來港工作訂出一些限制，即外傭在港工作期間均不
能視為持續居留，她又以澳門為例，指當地亦有為外
籍傭工設立了6年的限制，現時以憲法理由打官司，便
由法庭處理，她相信香港官員的辦事能力沒有理由較
澳門為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
黨近日多番試圖與外傭爭取居港權的
司法覆核劃清界線，不過不少網民繼
續於網上討論區狂批，公民黨實為外
傭爭取居港權案的始作俑者，指公民
黨此次協助外傭，是與香港人為敵，
有網民擔心現在基層好多人生活已經
好苦，「仲要加埋成幾十萬 外來人
分享香港 福利⋯⋯政府 開支未

必夠做」。
網民「kktimtim」於網上「香港討論

區」不滿公民黨無視香港整體權益，
「當年李志喜幫莊豐源打官司，同時，
『泛民』反釋法，最終李志喜打低政
府，令蝗蟲大批襲港⋯⋯公民黨李志喜

的戰績輝煌，今次佢出手幫外傭，我
真係好驚」。

籲站起來「叫公民黨知什麼是民意」
網民「凍0水走甜」直指，公民黨此

次參與有關司法覆核是與香港人為敵，
「公民黨係香港 禍根，全力踢走公民
黨!!!」網民「hihi2046」亦說：「公民黨
唔表態，即係支持賓賓。各位唔好等，
站起來，叫公民黨知什麼是民意。」
網民「yoyoyoyoya」更擔心香港人的

福利受案件判決嚴重影響，「成幾十萬
外來人 分享香港 福利⋯⋯政府

開支未必夠做⋯⋯再加上之前823菲律
賓事件~我絕對唔想佢 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
法院將於本月22日審理有關外傭居港權
的司法覆核案件。30多名外傭昨日在中
環遮打道及雪廠街交界示威，抗議政府
歧視外傭。尼泊爾家務工會顧問May反
駁政府所指，若外傭勝訴將會有約40萬
名外傭及其家屬合資格取得居港權的估
算，稱政府的評估是誇大有關外傭申領
綜援的數目，聲言人數只是政府所想的
一半，又要求政府給予如最低工資等一
般香港人可享有的保障。
據律政司早前向法院呈交的保安局

的數據顯示，倘外傭勝訴，相信會有
40萬名外傭及其家屬合資格取得居港
權，其中一半或會申領綜援，為香港

社會帶來壓力。外傭組織認為，政府
過分驚慌，不是所說的那麼厲害，人
數只是政府所想的一半。外傭應該與
香港市民一樣，享有《基本法》賦予
的權利。有外傭亦稱，即使取得居港
權，亦不打算申請家人來港，認為政
府高估人口增加數字。
外傭組織代表指，政府由最低工資

立法開始，已歧視外傭，無將外傭納
入最低工資保障範圍。外傭有份服務
社會，應該與香港市民一樣，享有
《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可享有居港
權。組織又認為，即使政府敗訴，不
應尋求人大釋法，否則會影響本港司
法獨立。

區議會選舉臨近，一向缺乏地區基
礎的公民黨為爭知名度，再打政治議

題「搶客」，連日來大搞所謂反遞補機制活動，但繼霸
佔通往灣仔政府大樓的行人天橋導致天橋行人「大塞
車」而險象環生，被大批市民狠批自私後，在中環舉
行相同行動亦被市民直斥「虛偽」。但公民黨對市民批
評置若罔聞，昨日又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舉行類似活

動，該黨在港島區的疑似區選候選人均有出席，爭取
曝光。

余若薇繼續「吃」老本
公民黨前黨魁余若薇繼續「吃」知名度老本，聯同7

名疑似區選候選人的區議員及地區幹事出席在銅鑼灣
行人專用區舉行的反遞補機制簽名活動，吸引市民駐

足。前新界東團隊成員曾健超就自爆2個月前從新東轉
投到港島：「在決定轉支部時，是從全盤策略去考
慮」。他又指，未來跑馬地及灣仔有很多地區事務需要
跟進，自己會專注該兩區的事務云。他又此地無銀三
百 地聲言，新東仍然有湯家驊及其他人，外界不要
拿此事來破壞兩人之間感情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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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成員昨遊行到政府總部，要求政府就外傭爭取居港權案制訂應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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