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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昨早因法定人數
不足而宣告流會。剛邁入新年，立法會就
出現流會事件。儘管有關議員事後解釋原
因，但都不能成為流會的理由。流會暴露
議員對議會工作玩忽職守，白支工資，既
浪費公帑，又耽誤議會和政府的工作。流
會議員連基本的職業道德都沒有，遑論監
督政府？本港行政立法關係惡劣，立法會
要負上最大責任。立法會不僅以拉布、流
會等來阻延政府施政，而且一些議員動輒
對政府官員無端謾罵和侮辱，在這種情況
下，行政立法關係怎麽改善？市民有權質
問：立法會監督政府，但誰來監督立法
會？立法會應訂明懲罰規則，對流會議員
進行懲戒，促進議員履行職責，遏止流會
歪風蔓延。

有金融界議員就拉布和流會計了一條
數，以 2013/14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立法會
運作的預算開支為6.64億元，扣除假期及
暑假休會時間，每日開支近 255萬，流會
或拉布一日就浪費 255萬元。這是民脂民
膏，納稅人的血汗錢，議員應該珍惜，豈
可浪擲？選民選出議員，是要他們為市民

服務，但議員卻玩忽職守流會，這是對選
民的侮辱。

房屋事務委員會原定昨早8時半開會，
但過了15分鐘，只得主席王國興和另外3
名委員出席，未達8人的法定人數，被迫
流會。立法會開會時間大多很早預定，流
會議員說有其他事不能出席，只是推卸責
任的借口。這些事為何要在議事時間內進
行，為何不委託助理代為處理？有人當選
了議員之後便視議會工作為可有可無，這
是選民和納稅人難以容忍的。

去年立法會無窮無盡的拉布和不斷出現
的流會，已浪費了大量公帑，並嚴重阻礙
政府施政進度，公眾已經表示嚴重不滿和
憤慨。想不到一些議員積習難返，邁入新
年不久又流會，而且流得十分難看。秘書
處早前一共接獲16名議員表示可以出席會
議，但當中只有兩人準時到場。這顯示立
法會流會，已不是少數議員在玩忽職守，
而是大多數議員根本不把議會工作當作一
回事。對此社會應進行監督和譴責，令議
員有所收斂，不得隨意流會。

（相關新聞刊A20版）

議員須履行職責 流會歪風不可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下月出席俄羅斯索契冬

季奧運會開幕式。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昨
日表示，屆時中方將不會與同場出席的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進行任何接觸。眾所周知，雙邊對
話必須建立在誠意和善意的基礎上，安倍拜鬼
已令中日首腦對話的基礎蕩然無存，反過來又
裝扮「和平對話」假象，欺騙日本民眾和國際
社會，實在令人反感。美國總統羅斯福有句警
世名言：「日本人是有史以來我見過的最卑
鄙、最無恥的民族。」這句話套用在安倍身上
非常恰如其分。

安倍再次執政以來多次談及，對上任未參拜
靖國神社悔恨之極。儘管中方反覆痛陳利害，
但安倍充耳不聞，一意孤行挑戰中國人民及世
界正義力量的底線，暴露其為軍國主義招魂、
推翻戰後國際秩序的野心。然而，正是一手關
閉中日對話大門的安倍，卻惺惺作態地向中方
表示，「懇切希望舉行首腦會談」。這種兩面
派手法騙得了誰？

二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罪狀罄竹難書，鐵
證如山。然而，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日本
至今不肯承認罪行；偷襲珍珠港前，日本故意
派出「和平特使」赴美，與美進行和平會談；

日本從未徹底反省侵略罪行，反而不斷篡改歷
史教科書，否定及美化侵略歷史，繼續誤導日
本的下一代。如今，安倍一方面執意拜鬼，一
步步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處心積慮擴軍備
戰，另一方面利用各種場合在國際上裝模作樣
要以對話化解矛盾，再次赤裸裸地向世界暴露
出日本缺乏最基本的外交道義和國家責任感，
暴露出陰險狡詐的一面。

習近平出席索契冬奧會，是中國領導人第一
次出席境外大型國際體育賽事，體現了中俄兩
國的親密友誼，也體現了中俄雙方的相互支持
和戰略合作。中俄（前蘇聯）是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的勝利者，也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主要締
造者。安倍拜鬼挑戰的不單單是中國的利益，
也挑戰了俄羅斯的利益，俄羅斯當然不會無動
於衷。日前，被問及有國家及勢力企圖否定二
戰結果的問題，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二戰結
果是不可動搖的，它在相關國際法律文件中被
固定下來，俄方一貫主張應履行寫入這些國際
文件中的共識。這充分顯示中俄將在反對日本
翻案歷史、挑戰戰後秩序上有強烈的合作意
向，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絕不會坐視不理。

（相關新聞刊A7版）

拜鬼卻說對話 安倍令人反感
A4 重要新聞

惡主押返家搜證 外傭圍觀罵「黐線」
再揭一苦主 Erwiana憶當日慘況灑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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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外傭受保障
當局嚴肅處理舉報

自由黨倡設聘外傭免稅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印傭Erwiana疑遭女僱主長
期虐待事件，引起社會高度關注，特首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
會議前主動談及事件，並特意以英語發言，強調本港是法治
社會，過往一直有良好紀錄，絕不容忍任何犯罪行為，特別
是對他人身體造成傷害的犯罪行為。
梁振英強調，本港的外傭受到法律全面保障，當局會嚴肅

處理所有關於外傭被虐的舉報，警方已公布一名疑犯被捕，
當局會按法治原則處理案件，一如其他所有案件的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本港發生有印
尼女傭懷疑被虐個案，印尼駐港領事館昨表
示，Erwiana的女僱主已被列入黑名單，不准
她再聘請印傭，並會調查安排Erwiana來港的
兆暉僱傭中心，若涉違規，會吊銷牌照。據
外電報道，印尼總統蘇西洛亦表示傷心和憤
怒，稱一定會為女傭討回公道。另外，有關
注外傭權益的團體批評港府，多年來對外傭
受剝削的情況監管不足。勞工處表示，會加
強巡查本港外傭中介公司，如發現濫收費用
會採取行動跟進。

中介濫收費 僅兩成有牌
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鄧建華昨日

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部分外傭中介公司漠
視外傭權益，除了扣起外傭的護照，有公司
多收外傭中介費用，但不發收據，令外傭難
以向政府投訴。鄧建華批評，政府對中介公
司監管非常不足，要求政府主動徹查。
他又說，香港有過千間中介公司，但只有

200多間獲得印尼領事館的牌照，其餘是靠其
他有牌公司代為在文件蓋印，安排印傭來
港。鄧建華期望港府監管，及容許外傭外
宿，可以暫避不合理的僱主。
香港人力代理總會副主席廖翠蘭則否認有公

司多收中介費及扣起外傭護照。廖翠蘭說，無
領事館牌照的中介公司在香港屬合法，因為獲
勞工處發牌，細規模擁有領事館牌的中介公司，
亦會為這些中介蓋印。她認為，勞工處不應發
牌予無領事館牌的中介公司。

勞處研收緊牌照條款
勞工處處長卓永興說，本港有法例監管本

地的中介公司最多只能收取401元中介費，如
發現濫收費用會採取行動跟進。其後，亦會
要求與印尼的中介公司代表見面，了解印傭
涉嫌被虐事件是否涉及濫收中介費問題。對
於外傭被超收中介費、護照被扣或欠假期的
情況，勞工處指會加強巡查。另外，現時勞
工處登記有過千間「職業介紹所牌照」的中
介公司，但只有230多間有印尼領事館的僱傭
中介牌照。勞工處指會研究收緊牌照條款，
例如規定中介公司須定期面見女傭，了解她
們的工作狀況。

女僱主入黑名單 禁聘印傭
另外，印尼駐港領事館表示，對於連串的

懷疑虐傭事件，已決定把Erwiana的女僱主列
入黑名單。印尼駐港總領事指，本港僱主黑
名單有156人，這些僱主都可能涉及暴力或者
操守問題。至於Erwiana的中介公司兆暉僱傭
中心，總領事指如果調查後，發現有違規會
吊銷牌照。兆暉僱傭中心則貼出通告，指負
責人已經到印尼了解情況，暫時不回應。

昨午在富康花園屋苑內工作的外
傭，聽聞「惡女僱主」會出現，

紛紛「忙裡偷閒」落樓圍觀看熱鬧，
當披上風褸、改穿拖鞋，被鎖上手銬
及戴黑頭套的「惡女僱主」露面時，
外傭紛紛歡呼叫好，有印傭更以不純
正本地話大罵：「佢都黐線嘅！」又
有人用手機將過程拍下。

記者包圍 10米行8分鐘
2時40分，羅婦由重案組探員以7人
車載到富康花園寓所樓下，大批早在
現場守候的記者爭相拍照，場面混
亂，羅婦由落車至步入大廈短短僅10
米距離，但被記者重重包圍，情況混
亂，探員足足花了7分鐘至8分鐘，才
能護送羅婦進入大廈。
警方為免再發生混亂情況，安排軍

裝警員到場維持秩序，並劃出封鎖範
圍。當重案組探員在單位內檢獲2大袋
證物，帶同羅婦落樓離開時再度掀起
混亂，有警員報稱被人踩腳，擾攘一
番，探員才能將羅帶上車離開，再前
往大角咀栢景灣一個單位調查。

傳旅星苦主願來港作供
警方昨日又表示，再有一名受害外
傭已報警及錄取口供。據悉，警方前
日在印尼駐港領事館協助下，接觸到
她到警署報案，她指控在2011年12月
曾被僱主虐打過一次，由於她在港有
多年工作經驗，翌日即向印尼駐港領
事館求助，獲安排到其他家庭工作至
今。警方暫列作普通襲擊案，並會將3

宗案件合併處理，交觀塘警區重案組
第二隊調查。另外，警方亦正透過在
港外傭團體，嘗試聯絡女僱主在2011
年聘請的印傭Tina。Tina現正在新加
坡工作，外傭團體工會指曾聯絡
Tina，她表示願意來港作供。

港警錄口供索醫療報告
另外，負責調查虐傭案件的觀塘警

區刑事總督察鍾志明，率領女高級督
察李嘉欣在內3名警務人員，聯同兩名
勞工事務主任，日前在大批印尼警員
陪同下抵達當地醫院，向Erwiana錄取
口供，也跟Erwiana的主診醫生會面，
索取醫療報告，並詢問Erwiana入院時
的狀況。
Erwiana目前情況已穩定，但是仍感
到疲累和頭暈，手腳仍未復原。警方
表示，昨日錄取口供時她表現清醒，
但需臥床回答問題。她的情緒平靜，
能清楚交代在港期間僱主吩咐的日常
工作，以及被虐待的事。其他探員就
向醫生了解她的傷勢及身體情況，以
及與一些證人會面，包括當時跟
Erwiana一起離港的印尼朋友。
有病房的醫護人員透露，警方落口

供期間，當Erwiana講及被僱主虐待時
會哭泣，而她的媽媽一度情緒激動，
暫時要離開醫院。警方表示，會盡快
完成查問，以免Erwiana精神再受到壓
力，又指她願意來港配合進一步的調
查工作。而勞工處會接觸當地的中介
僱傭公司，稍後對女傭待遇問題展開
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劉友光）涉嫌虐待印傭Erwiana的

44歲姓羅女僱主，昨日下午被警員黑布蒙頭押返其位於將軍澳富

康花園5座的寓所搜查。根據最新消息，被捕女僱主至少涉及4宗

虐待外傭案件，其中3宗案件的外傭已報警及錄取口供，包括身

在印尼留醫的Erwiana及在港另一家庭工作的Susi（化名）；最

新一宗受害人為現年28歲的印傭，於2011年10月至12月在同一

僱主位於大角咀寓所工作期間被虐待。警方亦正聯絡現時已轉往

新加坡工作的第四名受害印傭 Tina。另外，警方與勞工處組成的

6人調查團已抵達印尼向Erwiana錄取口供，警方表示，錄取口供

時她表現清醒，能清楚交代被虐待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文鈴）新一
份施政報告上周出爐，有指內容多是
扶貧政策，卻未能惠及中產。自由黨
昨晨在行政長官辦公室門外請願，不
滿施政報告未能照顧中產，利益多年
都被忽略，要求政府提出措施顧及中
產利益。自由黨提出開設聘請外傭免
稅額，紓緩中產的財政負擔。

請願指政府忽略中產
自由黨外傭問題關注組召集人李鎮

強昨日連同數名成員在行政長官辦公
室門外請願，他表示新一份的施政報
告對於中產階層的墨較少，而他們
一向是「付出多、回報少」的一群。

對於多年來中產備受政府忽略，他表
示政府必須提出具體措施，顧及中產
家庭的利益和權益。
自由黨認為，招聘外傭是不少中產

家庭需要面對的問題，政府可考慮在
這方面為他們提供適當的支援。現時
外傭來港前的費用如合約費、驗身
費、簽證費等；來港後的外傭薪金、
醫療費用、保險等均由僱主承擔。
自由黨早前進行有關調查顯示，聘
請一名外傭每月開支約 7,000 元至
8,000元，對中產僱主造成不少的財
政壓力。李鎮強認為，為中產開設聘
請外傭免稅額，將可以紓緩中產的財
政負擔。

■本港警方
向 Erwiana
錄口供。

美聯社

■■在場圍觀女傭手舞足蹈在場圍觀女傭手舞足蹈。。

◀印傭Suratmi見到惡女僱主出現時振臂高
呼，大罵：「佢都黐線！」

▲涉嫌虐待印傭的女僱主被探員押返寓所搜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