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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各界人士大體認同預算案
的內容和方向，認為能有效落實《施政報告》的各項
政策。然而，公民黨梁家傑卻批評預算案無魄力、無
視野和無承擔；民主黨劉慧卿指預算案迴避香港長遠
及結構性的問題 ，反映政府欠缺長遠承擔；工黨主席
李卓人形容預算案是「只見磚頭不見人」，只投資硬
件發展，忽略投資在教育、社福等方面。「人民力
量」陳偉業更揚言要預算案再派錢，否則就會「拉
布」阻撓。本來，反對派對預算案有不同意見甚至批
評並沒有問題，但前提是必須有理有據，不能罔顧事
實，更不能為反對而反對。

挑撥政府內部矛盾別有用心
反對派批評預算案缺乏解決貧富懸殊及深層次矛盾

的承擔。看來，他們是混淆了《施政報告》與預算案
的分別。《施政報告》是交待特區政府施政重點及施
政方向的重要文件，而預算案在立法會內被稱為撥款
條例草案，顧名思義就是為政府的政策分配財政資
源，配合《施政報告》提出的各項政策。因此，解決
貧富懸殊及深層次矛盾是《施政報告》的責任，而預
算案則是因應各項措施分配政府資源，兩者是互相配
合的關係，絕不可能出現兩份報告互打對台的情況。
一些人不斷炒作特首與財政司長理財哲學不同，如果
不是對事實一知半解，就是故意挑撥離間，意圖製造
特區政府內部不團結的印象。

事實上，特首在上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已經提出
了多項政策，致力解決香港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特
別是貧窮問題和房屋問題。《施政報告》摒棄短期思

維，重視長遠規劃，並且在扶貧上扭轉過去一次性派
糖的慣例，在財政上作出了長遠的承擔，包括推出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鼓勵自力更生，打破跨代貧窮。
為確保這些政策落實到位，下年度政府的總支出將高
達4,112億元，其中為配合《施政報告》推出的160多
項措施，就涉及250億元額外開支，不少都屬於恆常性
開支，這已經充分顯示當局對於扶貧助弱的承擔。過
去反對派批評最多的，就是指當局將所有盈餘都以派
糖方式花光派光，2千多億元的盈餘派發出去，貧窮問
題卻未見有顯著改善。現在當局一改以往短視思維，
既維持適當的派糖，又將資源投放在長遠扶貧之上，
這樣竟被批評為缺乏承擔，反對派還講不講道理？

大增恆常性開支顯示承擔
至於說預算案無魄力、無視野，沒有重視社福醫療

等問題，顯然是沒有看清楚預算案內容就隨口作出批
評。在當局下年度四千多億元的開支中，教育、衛
生、社會福利三大範疇就佔總體開支的六成，增幅介
乎5.2%至9.7%，增長最多的福利開支，有114億元用於
長者生活津貼。政府亦預留了30億元，推行低收入在
職家庭津貼。這樣也算忽視社福醫療問題？

《施政報告》又提到未來十年的房屋供應總量為47
萬個單位，公營房屋佔六成，政府的目標是平均每年
提供約2萬個公屋單位和約8,000個居屋單位。而在經
濟發展上，則力打造優質「東大嶼都會」，配合港

珠澳大橋落成通車，發展
「橋頭經濟」等。這些都是
關係香港長遠發展，為市民
提供足夠房屋單位的長遠規
劃，花費的開支以百億元
計。預算案悉數作出撥備，為提升香港競爭力沒有手
軟，請問如何無魄力、無視野？

「拉布」後果嚴重須承擔政治代價
至於「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提出的派錢建議則

更加荒謬。當局為應付各項長遠扶貧助弱政策已經大
增了恆常性開支，這些措施較一刀切派錢更能協助基
層市民向上流動，所謂派錢根本並無必要，不過是激
進反對派為反對預算案製造的一個藉口而已。激進反
對派早已揚言會再在預算案審議中進行「拉布」。記
得去年立法會審議預算案時，四名激進反對派議員故
意提出逾700項無聊的修訂，引發長達80小時的「拉布
戰」，一度影響醫院管理局及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
款，需要動用儲備應付公立醫院及大學日常開支。現
在當局提出的多項經濟民生政策，同樣需要預算案及
早作出撥款以盡早推行，讓市民盡早受惠。如果激進
反對派再次發動「拉布」，將令有關措施延誤推行，
更隨時令政府面臨「財政懸崖」，屆時全港市民都將
身受其害。激進反對派如果執意「拉布」，必將承擔
沉重的政治代價。立法會主席有責任果斷「剪布」。

落實扶貧助弱何來無承擔？ 預算案「拉布」罔顧市民利益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宣讀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反對派批評預算案對於解決香港長遠及結

構性問題缺乏承擔，激進反對派政黨更揚言政府不肯派錢就要對預算案進行「拉布」。反對

派的批評完全是強詞奪理。特首在《施政報告》已經提出一連串扶貧助弱措施，預算案全面

配合並提供足夠的資源支持，當中涉及250億元的額外開支，這樣還可說是沒有承擔？預算

案為《施政報告》提出的多個大型項目及長遠規劃作出撥備，大手投資提升本港競爭力，這

樣也可說是無魄力、無視野？預算案撥款關係各項民生措施的落實，激進反對派威脅「拉

布」等於是以市民利益作籌碼，與他們所說的關顧基層完全是背道而馳，他們才是最無承擔

的政客。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昨日在財政司司長
宣讀財政預算案時，被傳媒拍到瘋狂瀏覽模特
兒性感照片，由於過分全神貫注連傳媒向他舉
機拍照都不察覺。事後何俊仁一時辯稱自己分
心，做了跟議會無關的事；一時又指最近太
累，會避免事件再發生，但他卻死撐不涉道德
問題。向來自稱重視黨員紀律的主席劉慧卿，

指何俊仁第一時間承認並已致歉，她希望何俊
仁別再如此做云云。
瀏覽模特兒性感照片雖說是何俊仁的個人興

趣，但何俊仁不是一般市民，而是每月領取8萬
多元薪津以及十多萬元實報實銷津貼的立法會議
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開會，監察政府施政。而
在一年一度的預算案上，他一門心思卻放在模特

兒的性感照片之上，這就是失職。立法會大廳是
莊嚴的議政之地，但他竟然在開會期間看性感照
片，這就是失德。何俊仁失職失德，成為名副其
實的「雙失」議員，他還硬說不涉道德問題，他
的道德標準究竟是什麼？
民主黨過去屢屢爆出各種桃色醜聞，該黨前區

議員何偉途在內地召妓被執法部門拘捕、前總幹
事陳家偉被傳媒揭發進入「一樓一鳳」單位、早
前該黨九龍城區區議員潘志文更被法院判處非禮
罪成，入獄兩個月。一個政黨可以出現這麼多的
風化案。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拱之。」現在圍繞民主黨的都是些什
麼樣的人？何俊仁身為前主席自己都其身不正，
劉慧卿只懂護短，還有何黨紀可言？
不過，何俊仁雖然私德有虧，但雅興倒也不

少，在傳媒照片可見，他桌上右方有一首以鉛筆
寫的詩，「人生苦恨誰能免 銷魂獨我情無限 故
國夢重遊覺來雙對望」。明顯，他錄的是李煜的
詞《子夜歌》，原詞是「人生愁恨何能免？銷魂
獨我情何限！故國夢重歸，覺來雙淚垂。」這首
詞是李煜抒寫亡國哀思，是以憂愁難解，不知道
何俊仁的「苦恨」又是什麼？

何俊仁是「雙失」議員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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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國人
大常委會審議
將9月3日確定
為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勝利紀

念日，及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其實，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

國務院目前已經有關於抗戰勝利
紀念日的規定，人大常委會決定
將9月3日確定為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勝利紀念日，是以更權威的
立法方式反映中國人民的意志，
使我們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
愛和平，開創未來。至於設立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則
可以為國家級的公祭活動和相關
紀念活動提供法律地位，讓我們
以更莊嚴的形式悼念南京大屠殺
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
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
的死難同胞，牢記侵略戰爭給中
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災
難。

倡向英烈家屬發慰問金
因此，我們支持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上述兩個決定。不僅如
此，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7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認為，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到來之際，兩岸四地應聯合舉辦
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動，宣傳中
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歷史，表彰在

抗日戰爭期間，為抗日戰爭作出貢獻的人
們，紀念抗戰期間的受難者，同時向現時仍
在世的抗日戰士頒發特別紀念勳章，向抗日
英烈家屬發放特別慰問金。
同時，我們不能忘記，香港的抗日歷史是

中國人民抗戰歷史的一部分，當年日本軍國
主義的侵略暴行，為香港帶來三年零八個月
暗無天日的災難。日軍侵略香港時，一批香
港人不忿日人侵佔家園，拿起武器，組成游
擊隊，奮不顧身，浴血奮戰，不少民眾為掩
護他們也視死如歸，英烈的鮮血染遍了香
江。軍民共赴國難，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故事。因此，我們建議在紀念抗日戰爭勝
利70周年的全國性活動中，加強宣傳這段歷
史，讓國人更多了解香港同胞為抗日勝利作
出的犧牲與貢獻。

爭取建「香港抗日歷史博物館」
另外，我們也建議兩地政府部門加強合

作，促進香港二次大戰期間的史實搜集和維
護，加強歷史教育，並爭取建立「香港抗日
歷史博物館」，讓年輕一代以史為鑑，警惕
軍國主義和戰爭禍害，致力維護和平。
近年日本右翼政治勢力千方百計否認二戰

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國家的侵略，以及
對當地人民帶來的巨大苦難。面對這股逆
流，我們認為中國人民更應重點紀念抗日戰
爭勝利70周年，以作回應，從而有力推動國
際社會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維護來之不易的
和平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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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商斥「佔中」害港
亞太財長會移北京

外交部指屬統籌安排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

後被問及APEC改在北京舉行一事時表
示，會議地點和日期的變動是由於會議太
多，考慮到APEC相關會議的統籌安排，
部分原定在東北的會議也有改動，故調整
與「佔領中環」行動沒有關係，又強調中
央對香港的行政充滿信心，中央亦希望香
港繼續繁榮穩定。

曾俊華理解技術困難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預算案記者會

上回應指，APEC財政部長會議歷時多
天，主辦國責任很大，不論在統籌、協調
時間、地點、人手調配等方面亦很困難，
故特區政府理解主辦方為便利會務及時間

安排而作出有關決定。
不過，「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昨日表
示，中央將APEC財政部長會議舉辦地點
移師到北京是「意料中事」，因為「佔
中」發起人曾聲稱今年來會發起行動。他
以家長為避孩子遭壞人騷擾亦會避開為
例，相信中央亦有需要「避開班搞事分
子」，不想香港有事發生，才將會議改至
北京舉行。

鄭家純批「佔中」癱瘓香港
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出席公司業績

發布會時指，自己未知道會議地點更改
的原因，但就表面看，大型國際性會議
搬走，對香港形象亦有影響。他又批
評，反對派試圖通過「佔中」癱瘓香
港，影響經濟命脈，影響生活，「要知

道中環如果停止運作一天對香港的損
失」，故他強烈反對「佔中」，又批評
激進反對派中人早前辱罵內地旅客事
件，指這只是一小撮人的過激行動，不
代表廣大市民，但有關行動已損害了香
港的形象。

田北辰：中央送大禮非天經地義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則表示，對財長會議取消在港舉行感
到非常可惜，並認為是次事件給全港市民
一個嚴重警號：中央厚待香港「送大
禮」，對香港愛護有加，但這不一定是
「天經地義」，中央可以「送大禮」，也
可以不送或「收回大禮」。很多人以為中
央照顧香港理所當然，但經過今次事件，
很多人都應反思過去的單向思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顏倫樂）中央政府日前決定，原訂

於今年9月在香港舉行的亞太經合

組織（APEC）財長會議將改為在

北京舉行。外交部發言人指，會議

地點和日期變動是由於會議太多，

與「佔領中環」行動沒有關係。不

過，香港多名政商界人士均認為，

「佔中」以至近期辱罵旅客的事

件，已經損害了香港的國際形象，

令人擔心其他國家及地區因此而對

香港這個國際都市失去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有立法會議員留意到一旦
廉政公署調查行政長官涉貪，因專員及副專員委任均涉
及行政長官，故可能出現「下屬調查上司」情況並產生
角色衝突，詢問當局會否將有關委任改由獨立機構負
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指，現行任命機制行之有
效，當局並無計劃改變。她又指，廉署設有既定程序處
理貪污投訴，不偏不倚及依法調查。
目前廉政專員由行政長官提名，再經由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惟一旦出現如廉署調查前特首曾蔭權涉貪個

案，就有機會出現「下屬調查上司」並產生角色衝
突，因此謝偉俊議員昨日在立會會議上，對當局會否
將專員及副專員委任交由獨立機構負責表示關注。
就廉政專員的任命，林鄭月娥透過書面答覆指，所有

主要官員均按《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由行政長官
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另根據《廉政公署條
例》第6條，行政長官可按適當條款及條件委任副廉政專
員，相信有關任命權依法行使，現行任命機制亦行之有
效，當局並無計劃改變。

任何人涉貪 會依法跟進
她稱，根據《廉政公署條例》，廉署亦設有既定程序
處理貪污投訴，如接獲貪污舉報，不論涉及任何人士，
若有足夠資料跟進，專員必須根據條例及既定程序，不
偏不倚及依法進行調查，包括行政長官涉嫌干犯《防止
賄賂條例》所訂罪行。
她補充，過程中如有需要，專員會向律政司諮詢法律

意見，案件調查進度及結果亦會向獨立「審查貪污舉報
諮詢委員會」匯報，以接受監察。她強調有關監察制度
行之有效，在制度下任何人士包括專員，均不會自行中
止案件調查。

特首任命廉政專員制度不變

幫港出聲周日集會 宣和平合法促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發起的違法「佔
中」行動，早前舉辦多場地區「商討日」聲言要讓「佔
中」遍地開花。反對「佔中」的「幫港出聲」昨日舉行記
者會，倡議發起「和平香港」活動，計劃於本周五在全港
多份報章刊登廣告，並邀請立法會議員、各區區議員及社
區領袖擔任發起人，於周日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集會，宣
揚「和平合法，促成普選」的訊息。

周融：已有151位社區領袖加入
「和平香港」發起人之一周融昨日在記者會上坦言，不
希望香港有動亂發生，是次活動宣傳旨在呼籲全港市民以
理性和平合法態度，參與討論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並反對以暴力非法及偏激手段，干擾和破壞普選方案的討
論。他續說，活動在短短一星期內已獲得多個地區組織支
持，截至昨日已有來自16區共79位區議員，151位社區領

袖加入發起人行列，而發起人數目仍正不斷增加，預料約
有2000名市民會參加。而集會當日會同時舉行《和平或動
亂》圖片展覽，展出多張與主題有關的圖片，讓市民參
觀，又期望活動可在全港各區「遍地開花」。
被問到是否與「佔中」行動打對台時，周融強調，行動

是要「正正式式、真真正正」的做些事情，讓中環遮打花
園可成為和平香港的「示範單位」，並讓往後行動得以
「遍地開花」。
他批評，有些人有「政治野心、為所欲為」將香港變成

曼谷暴亂一樣，故活動是要呼籲市民支持和平，亦是希望
支持「佔中」的反對派議員能順應民意「回頭是岸」。
出席記者會的中西區區議員陳捷貴指，他是次參與其

中，是因為他重視區內發生的問題，而中環並非中西區
的，而是全香港的，他不願見到一些影響全社會的事情發
生，更希望市民對違法暴力的行動多站出來發聲。

■「幫港出聲」發起《和平香港》起動介紹關於籌備情
況及未來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