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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致金政治動員 成新「政治判官」
律政司早前向特區終審法院申請，建議法院就外傭居港權案
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澄清1999年人大釋法中有關籌委會意見
的法律效力，反對派即大耍「連環拳」抨擊律政司，試圖向法
官施壓。終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幾乎在同時間罕有地打破了法
官不公開回應政治、社會爭議的傳統，聲稱香港法治正面對狂
風暴雨，並「動員」法官「應在風暴中站起來」
。有熟悉法律界
的政壇老友坦言，法官行為指引第七十六條已清楚寫明，法官
應避免參與政治活動，「包官此次退而不休，還公開作『政治
動員』
，可說是新一代的『政治判官』
」
。有政界中人更聯想到，
在釋法申請涉嫌外洩、反對派一擁而上之際，包官就在同一時
段「湊巧」地多次公開發表「烏雲論」
，難免令人懷疑：「唔通
真係咁巧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民黨成立已經兩周年，該黨於昨晚
舉行2周年晚宴，宴會冠蓋雲集，稍
後將公布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的特
首梁振英，聯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律政司司

雖然包官於2012年底已從終審法院常任法 角色。」有政壇老友坦言，香港法官一向非常
官職位上退下來，但仍然是終院的非常任法 注重政治中立，不過包官此次在公開場合間接
官。根據法官行為指引第七十六條，法官應 回應有關案件，實在有違中立角色，與其法官
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 身份有明顯衝突。「如果有其他法官在任何案
參與政治活動，不過，2012年10月，他在退 件判決前都公開呼籲法官站出來，很難不令人
休演說中，聲言香港法治正面對前所未有的 聯想到，是要影響有關審案法官的判決，更令
烏雲，意有所指地預告「暴風雨即將來臨」， 人感覺法官成了反對派的『政治打手』
。」
更無視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任何言論均可能
連串「巧合」 陰謀論起
構成政治干預司法獨立的可能，接受公民黨
不過，包官於本周初出席午餐會作演講，雖
前立法會議員、曾處理居權案的吳靄儀的
「獨家」訪問，間接回應稱，「感覺很多事件 然口講不方便直接評論有關居港權終審問題，
卻又再間接回應案情，稱終院法官「應在風暴
可能觸發暴風雨」
。
，面對群眾，就會發現「無論學者、
有熟悉法律界的政壇老友表示，前終審法院 中站起來」
。吳靄儀就出面
首席法官李國能在2005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的 傳媒及專業人士都會支持法官」
，稱包官的言論是提醒香港人站出來。
演辭中，已對法官的政治中立作出了最具權威 「解讀」
政界中總是存在 許多的陰謀論。有政壇
性的詮釋：「法官並不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任何

老友回顧近期一連串
相關事件，指包官在退
休前忽然拋出「法治烏雲
論」，原本令人有點摸不 頭腦，然不久後，
就有人涉嫌違反專業操守，向友好傳媒洩
密，披露特區政府向終院提請的申請，反對
派隨即完全無視終院仍未正式處理有關申
請，就耍出「連環拳」，包括兩度在立法會提
出討論有關問題，又舉行公開研討會大肆抨
擊律政司釋法的建議，其間，包官就巧合地
先後接受傳媒專訪，及出席午餐會作演講，
接連地間接對釋法「發炮」。「如果大家將這
些單一事件都串連在一起，可能忽然會感覺
到，猶如在看一套精心策劃的『宮心計』，當
中的策略更可謂是耐人尋味，而反對派的項
莊之劍舞向何處，也不言而喻了。」

新民黨2周年宴 四巨頭捧場
特首3司率問責高官出席 嘉賓高歌助興

長袁國強等均畀面出席，多名「神
秘嘉賓」更即場高歌助興。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民黨目前有2
名立法會議員，7名區議員，會員並
已超過500名。他們未來會繼續透過
立法會、區議會兩個平台，為市民
「講真話，做實事」，答謝香港社會
各界的支持。

逾600賓客同慶去年成果
新民黨於昨日舉行2周年慶祝晚宴，除特
首及3司共「四巨頭」捧場外，多名問責官
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以及行政會議成員林
煥光、李慧 、羅范椒芬，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等立法會議員，以及久未露面的前食物及
衛生局局長周一嶽均有到場。多名新民黨中
央委員、執行委員及顧問均鼎力支持，與逾
600名賓客一同慶祝新民黨過去1年取得的成
果。

二少一嶽合唱 掀晚會高潮
晚會開始時，首先以一套短片，介紹他們
在2012年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的「幕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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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選舉經理親身講述箇中開心及辛
酸。其後，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邀請了
其去年的舊拍檔周一嶽合唱《Devoted to
you》
，掀起了晚會的第一個高潮。田二少笑
說，自己一直都是個沒有信心的人，所以連
唱歌也要人陪，又透露自己每日都有練歌，

但「仍然有進步空間」
。

兩硬漢合唱 葉太獻花
在田周兩人高歌一曲後，台下即大叫「安
歌」
，周一嶽遂邀請入境處處長陳國基及保
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兩名「外援」幫手，兩名

硬漢子就合唱《海闊天空》
，葉劉淑儀更上
台獻花。想不到好戲還在後頭，田北辰更邀
請多名同為港區人大代表，包括廖長江等上
台獻唱。平日斯斯文文、風度翩翩的廖長
江，一開聲唱《認錯》就技驚四座，假音運
用得恰到好處，表情十足，令台下掌聲雷

田北辰：立會「迫人跪低」阻港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立法會自上場
以來，反對派在各項議題上施展各種手段去阻撓特區
政府的施政。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於昨日香港電
台節目《香港家書》中，形容香港近年發展停滯不
前，與立法會議事廳內一種「跪低文化」不無關係：
政府推出各項政策，議員都會先打五十大板，甚至對
官員先人身攻擊，再進行審判，總之政府必須「跪低」
才可就政策作出討論，對官員與議員互相之間有欠尊
重，坦言代議士的天職是監察政府，但並非不問對
錯、逢政府必反，目前的情況令人感到憂慮。

種「跪低文化」，在政府推出各項政策時，議員都要
政府「跪低」才可就政策作出討論，令他看不過眼，
而另一個令他看不過眼是「講價文化」
。
他說，議員為向自己的選民交代及邀功，無論政府
提出的方案如何，都定必會講價，更流於「為講價而
講價」，「在『講價文化』之下，議員未能 眼於香
港長遠發展、整體利益，也沒有從政府實際施政的角
度去考慮，只要政府推出政策，就要『講價』，而這
種討價還價的爭拗，往往結果是『只見樹木不見森
林』
，未能顧全大局」
。

「講價文化」未有顧全大局
田北辰在《香港家書》中坦言，立法會現在瀰漫一

最難過長者白失兩個月津貼
田北辰並舉長者生活津貼為例，指政府的政策理

新例收緊查冊
地產界：ID披露4字已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最快明年生效的新《公
司條例》
，將收緊公司註冊處披露的董事身份證及住址資
料。有工會擔心，此舉會令公司倒閉時，工人更難追討賠
償。記者協會則稱，收緊法例將影響記者進行偵查報道，
又指公司董事的行為與工人及股東權益息息相關，應公開
更多資料。不過，有地產業界人士則指出，只披露身份證
號碼頭4個數字已經足夠。

團體憂工人難找出無良僱主
已修訂的《公司條例》
，規定董事以後毋須披露住址，
身份證號碼亦只會披露頭4個數字，但最快明年才會生
效。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聲稱，有關條例收窄了市民獲取
資訊權利，存在「不公義」
。他表示，若有公司結業，此
舉亦會剝奪工人找出無良僱主的機會。
記者協會副主席任美貞亦稱，條例收緊後，記者作偵查
報道就要冒很大風險，「舉個例子，如果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陳家強涉嫌利益衝突，我們在公司註冊處查冊，就
會找到26個同名同姓的人，根本無辦法證明」。她又認
為，公司董事的行為關係好多工人及股東權益，跟小市民
並不一樣。
不過，地產代理業界人士施永青則認為，披露有關身份
證號碼頭4個數字已經足夠，「就算有26個陳家強，頭4個數
字相同的機會已低於萬分之一，好難出錯」
，又認為應花時
間去檢討《公司條例》內的公司擁有權及管理權等問題。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承認，自己於2012年有提出反
對條例，但當時未想到可能會損害新聞自由及勞工權益，
「現在可以做的是在條例生效前修改條例，或否決附屬法
例，阻止條例生效」
，但他承認難度很高。

念，即透過資產審查以確保公帑用得其所是合情合理
的，但憑良心支持政府的，卻被扣帽子為盲目支持政
府的「保皇黨」，教人感到無奈，而更令人感到可悲
的是，只要一名議員拉布，就可以令施政陷入泥沼、
政府狼狽不堪，「我最難過的是幾十萬經濟有需要的
長者，平白失卻兩個月津貼，至今我仍覺愧對這群長
者而耿耿於懷」。不過，他亦提醒，「政府的手法不
濟，縱有德政也會將好事變壞事」，指政府近年在政
策前的諮詢工作，不時流於表面，在未取得共識便硬
闖立法會，猶如「撼頭埋牆」，結果碰得一鼻子灰，
既無法游說議員，也難免令市民懷疑政府推出政策是
霸王硬上弓，如立法會早前審議政府架構重組、今屆
審議中央政策組新增職位、新界東北發展等。

貧童食無肉缺營養 盼設每日10元食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豬肉加牛肉加
樣樣加，基層家庭主婦在盡量省錢的情況下要
準備一家幾口的伙食，必須絞盡腦汁。有組織
昨日舉辦基層市民烹飪比賽，參加者需以50元
來準備4人分量的兩味 ，最終大部分菜色都是
以豆腐、蛋及素菜為主，即場有營養師指該些
菜沒有肉類，缺乏營養。基層民生聯席主席
歐陽權表示，營養不足會對兒童發育帶來影
響，要求政府提供每人每日10元食物津貼援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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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香港不少打工
仔工時長，工作壓力大，導致精神健康質素
差。港大社會工作及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指這
是以健康換取工資，最後整個社會均需賠上代
價，情況令人憂慮。他又建議政府本周公布的
施政報告針對性幫助年輕人，認為不但可減少
社會上的怨氣，亦可改善整體人口素質，增加
社會流動性。

指員工開心工作增生產力
香港不少家庭的雙親均在職，返工加上應
酬，陪兒女做功課和食飯的時間少之又少，葉
兆輝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不少僱員為工作
犧牲生活質素，例如因不穩定及過長工時而放
棄生育計劃等，感到「很可惜」
。此外，不少僱
主只不停向員工施壓，未考慮到員工工作開心
可增加生產力；他指出，精神健康日差、家庭
壓力太大，最終整個社會都需付出代價，強調
平衡生活十分重要，期望整個社會結構都能改
善。
葉兆輝引述數據指，未來有關精神健康的開
支將增加20%，但相應社會資源投放僅上升
3%，出現資源錯配問題，期望周三公布的施政
報告可針對性和策略性幫助有需要群組，例如
未能分享經濟發展的人。他又建議政府對年輕
人提供多點支援，不但可減少年輕人怨氣，亦
可改善整體香港人口的素質，「如果不幫他們
（年輕人）
，5年後他們仍停留在低下層，會減慢
社會流動性」
。

集 會 促 設 動 物 警 察

基層月花三分一收入買食品
2012年一項調查發現，基層家庭平均每月花
三分之一的收入於食品開支方面，反映基層承
受沉重的食品通脹壓力。基層民生聯席舉辦
「食得有營」烹飪比賽，希望引起公眾關注基層
飲食面對的「無營養、無選舉、無尊嚴」問
題。在烹飪比賽中，大部分菜色都是以豆腐、
蛋及素菜為主，只有小量菜色用了豬肉碎及冰
鮮雞，且完全沒有使用牛肉。
歐陽權表示，基層家庭收入難敵通脹，在要
求節省金錢的情況下，不得不減少食品開支，
但如果長時間無魚無肉無營養，會影響基層人
士的健康，尤其是對兒童的成長發育影響最
大。歐陽權認為食物津貼刻不容緩，要求政府
提供每人每日10元的食物津貼援助。
贏得冠軍的參賽者梁太表示，平時每天會以
50元以下準備一家三口的伙食，每次買菜時一
次過買多點，一餐 當兩餐食，而小朋友也不
是經常能吃到肉，最多都只是能吃到豬肉和
魚，水果也只是「有平先買」
，又或者買一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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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廖議員笑說，自己只曾兩次公開獻唱，
一次是在山東出席朋友聚會時，第二次就是
今次。
最後，為回應台下觀眾的熱烈訴求，他們
再來一次大合唱，高歌一曲《朋友》
，全場
掌聲雷動。

■蔡海偉(右二)不贊成政府無目標地向市民派
糖。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維寶 攝
質不太好但價錢較平的水果。梁太希望特首的
施政報告能夠落實更多扶貧措施，長遠亦需要
推行食物津貼對抗高居不下的物價。

扶貧主席不贊成無目標派糖
扶貧委員會小組主席蔡海偉則表示，不贊成
政府無目標地向市民派糖，認為扶貧政策需要
有針對性地幫助有需要的家庭，而對部分中上
層家庭提供電費補貼及免差餉需要性不大。他
又認為特首的施政報告可以考慮向一些住私樓
的基層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同時可提出一些大
方向，如檢討退休制度、成立養老基金及研究
低收入家庭補貼等，而食物津貼則需要扶貧委
員會研究方可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
一批愛護動物人
士昨日在政府總
部集會，要求政
府增設動物警察
處理虐待動物舉
報，並加強對虐
待動物者的罰
則，部分人更帶
同自己的寵物參
加，大會稱有超
過500人參與昨日
的遊行。參與遊
行的市民表示，
近年虐殺動物的
個案上升，倘沒有警方協助，難以將兇徒繩之於法。示
威者昨日由遮打花園遊行到政府總部，沿途高舉橫幅，
高呼口號，要求政府增設動物警察調查虐待動物個案。
到達政府總部後，示威者為被虐殺的動物默哀，並在腳
上繫上紅絲帶，寓意要蹲下聆聽動物的需要。他們將請
願信交予警方後離去。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