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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就應否針對大會上
「極不檢點的行為」訂立處分規則，諮詢議
員意見。近年立法會少數議員擾亂議會秩
序、狙擊政府官員的行為變本加厲，他們破
壞議會運作，妨礙政府施政，已嚴重影響香
港的國際形象，同時反映立法會的議會紀律
過於寬鬆。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都對議員
言行訂有嚴格的約束機制，值得本港參考借
鑑。立法會需與時俱進修改議事規則，設立
行之有效的懲罰機制，彰顯議會紀律，維護
議會正常秩序，不再縱容搗蛋議員肆意妄
為。

立法會議事堂颳起的暴力歪風愈演愈烈，
激進反對派議員的搗亂行為不斷升級，由最
初叫囂辱罵官員，發展到掟蕉、掟各種道
具，甚至發出「掟你汽油彈」的恐嚇，在官
員面前惡毒撒陰司紙和溪錢。早前立法會特
首答問大會上，更有議員向特首梁振英擲
物，令答問大會史無前例地被「腰斬」。激
進反對派議員一而再、再而三擾亂立法會，
破壞議會綱紀，各項有利經濟民生的政策屢
被拖延，受害的還是廣大市民。莊嚴的立法
會變成激進反對派議員表演政治鬧劇的舞
台，令到本港議會文化劣質化，損害香港文

明法治的國際形象。
然而，按照現時的議事規則，立法會主席

只能在議員搞事及造成後果才可勒令其退
席，而且不能有進一步的處罰，難以有效防
止議會不受干擾，以至粗暴言行屢禁不絕。
立法會有必要將修訂議事規則提上議事日
程，以便對滋事議員作出應有處罰，發揮足
夠阻嚇力。

監督政府是議員的職責，但不能以癱瘓議
會和政府運作、損害公眾利益的手段來表達
個人主張。現時西方多數國家都有嚴格的議
會紀律，要求議員切實遵守，對違反者給予
懲處。美國的國會議事規則就規定，議員如
有破壞國會秩序行為，或拒絕遵守議事規
則，輕者可被即時暫停議員職務一段時間，
並扣發月薪，重者更可被拘押。本港大部分
市民對搗亂議員愈來愈反感，立法會仿傚國
外經驗修改議事規則，懲戒違規議員，維持
議會紀律，完全合情合法合理，亦是民意所
向。立法會必須有規有矩，所有負責任的議
員應順應民意，在約束議員不檢點行為的問
題上達成共識，扭轉粗暴野蠻議員「無王
管」的現狀，使立法會回歸正常和正確軌
道。 （相關新聞刊A3版）

設立懲罰機制 維護議會秩序
昨天是諾曼底登陸70周年紀念日，多國元首

及退伍老兵匯聚法國，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在來
賓之列。眾所周知，德國戰後的真誠懺悔贏得
全世界的信任，歐洲已經翻過二戰歷史的一
頁。然而，亞洲戰場加害方及戰敗國的日本領
導人仍在大開歷史倒車。諾曼底登陸紀念活動
昭示國際社會團結起來，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及
戰後國際秩序。日本領導人須真誠並深刻反省
侵略歷史，以實際行動改正錯誤，取信於亞洲
鄰國與國際社會。

1944 年 6 月 6 日，在盟軍最高司令艾森豪威
爾指揮下，近三百萬盟軍士兵橫渡英吉利海
峽，在法國諾曼底一帶的海灘登陸，一舉突
破德軍防線，開闢了歐洲第二戰場，盟國的
團結加速了德國法西斯的滅亡。諾曼底戰役
持續超過 2 個月，4.5 萬名盟軍軍人陣亡，
16.8 萬名盟軍軍人受傷或失蹤，紀念活動以
盟國團結以及他們的流血犧牲為大主題，顯
得相當妥貼。

諾曼底登陸成功後，日本為挽救敗局，加速
打通從中國東北到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中國軍
民從大局出發，抵擋住了日軍在遠東戰場的瘋
狂反撲，支援了第二戰場的成功開闢，配合了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順利進行。美國總統羅斯

福當時強調，假如沒有中國，那時盟國的戰鬥
就要全線吃緊，無法積蓄時間和力量開闢第二
戰場。

實際上，從1931年至1945年，中國軍民頑強
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殲滅日軍155萬多人，佔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傷亡總數的75％以上。中
國在八年抗戰中共有2100多萬同胞犧牲，佔二
次大戰參戰國死亡總人數的42％，直接經濟損
失達1000億美元。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
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和重要的歷史
貢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西方與東方都經歷了
大災難，但戰後的德國和日本表現截然不同。
德國社會經過幾十年不斷反省自責，形成共
識，永遠銘記這段恐怖的歷史，永遠記住納粹
法西斯的罪行，並要把這種認識世世代代地傳
下去。但長期以來，日本國內總有一些勢力企
圖為侵略歷史翻案，企圖挑戰國際社會對日本
軍國主義的正義審判，挑戰二戰結果和戰後國
際秩序，對此，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決不允
許。在國際社會紀念諾曼底登陸 70 周年的時
刻，日本更應傾聽國際社會正義呼聲，認真反
省侵略歷史。

（相關新聞刊A7版）

紀念諾曼底登陸 維護戰後秩序
A2 重要新聞

鐘錶業批「驅蝗」惹反感 短期難樂觀

減客衝擊零售 失業人數勢增
張建宗：萬五人「等開飯」專家：靠內地客回升谷市道

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因應
有指應該限制內地個人遊旅客問題，加上本港近

期零售表現疲弱，張建宗指出零售業一向是本港聘用
大量僱員的一個行業，據最新數字顯示目前有33萬名
僱員在零售業服務，佔香港就業人口約9%，其中80%
是低技術僱員，代表不少基層崗位其實是透過零售業
創造出來。另外，他指2012年本地生產總值中有4.1%
貢獻來自零售業，當中亦有三分一貢獻來自旅遊業，
「相信如果有大改變，將對就業有一定影響。」

零售失業率4.2% 顯業界較波動
他又指，就業情況方面當局仍在觀察當中，未見實
際上有任何大改變，但值得留意的是，本港過去4個
月的失業率是3.1%，雖然創下近16年來的新低，但
當中零售業的失業率卻有4.2%，反映其就業情況仍遠
較其他行業波動，加上業界中有近1.5萬人失業，在眾

多行業來說零售業波動情況頗明顯，故憂慮若市況出
現任何大變動，將會直接衝擊零售業就業情況。

周綺萍：受抗議個人遊活動拖累
針對現時本港零售業失業人數高企，中原人力資

源顧問董事長周綺萍分析指，零售業與飲食業性質
上類同，其流轉性頗高，一旦身處在轉工與未到職
中間的空檔，就會被歸入失業之列，導致業內失業
人數較多。她續指，加上近期本港零售業表現疲

弱，黃金周內地旅客訪港人數又持續下跌，另外個
別本地團體抗議個人遊行動，亦進一步減少旅客數
目從而影響零售業表現。
周綺萍指出，當年個人遊實施初期，零售業生意

大增，大量商戶急於聘請全職及臨時工，帶動就業
人數上升；至今生意回落，商戶自然減少聘請員
工，令部分業內人士在市場浮動，形成失業人口。
對於預計零售業前景何時好轉，周綺萍直言視乎旅
客數字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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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
鈴）本港最近就研究削減20%
內地個人遊的問題鬧得全城熱
哄哄，各界人士亦隨即紛紛表
態反對設限。旅發局主席林建
岳昨日表示，本港4月份零售銷
貨價值下跌，對各行業都有影
響，認為應在旅遊承受能力及
港人需求之間取得平衡。

「是否已響起警號？」
他又注意到澳門零售額不跌反

升，稱「要檢討為何香港零售數
字下跌，是否已響起警號。」

林建岳昨日出席香港龍舟嘉年華開幕禮後，提及本
港上月零售貨值按年跌9.8%，雖然本港零售數字下跌，
但據零售業界人士透露，同樣依賴外來旅客的澳門，
當地旅遊零售數字卻上升。同時，澳門今年首季零售
業銷售調查顯示，首3個月的零售業銷售額較去年同
期升15%，故有需要檢討為何香港出現下跌，值得關
注是否已響起警號。
被問到近年來首次出現端午節假期旅客減少，林

建岳說，訪港內地客數字下跌，對本港旅遊業、零
售業、飲食業等多個行業都會造成影響。他認為：
「現時整體來說，真的要針對香港旅遊的承受能力
及香港人本身的需求而作出平衡。」他又認為，各
業界與政府有必要一起就個人遊問題作詳細研究，
如何應付將來新景點增加，或以後面對旅客訪港人
數再跌要如何做。

董耀中：「驅蝗」損港好客形象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則說，認同近期的零售

業銷售數據和端午節內地人訪港人數下跌，明顯是
響起警號，希望政府就有關方面「對症下藥」。他
指，最大問題是本港一小撮人士多次進行「驅蝗」
行動，令內地人對香港反感。
他續說，「每一樣事要破壞很容易，但要建設則

很難」，認為這一小撮港人已破壞香港好客形象。
林建岳指出，現時有港人認為過多內地旅客訪港，
影響本地居民日常生活，要求減少個人遊限額，他反
問若沒有內地旅客來港消費，香港的經濟和就業等會
受到怎樣的影響？不能因為香港經濟差則要求內地人
來港旅遊，而經濟好就要求減少內地旅客，對內地旅
客如「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姚思榮：過夜客影響層面廣
立法會旅遊業界議員姚思榮亦表示，今年五一黃

金周內地旅客訪港人數持平，而剛過去的端午節內
地旅客來港人數則下跌2.5%，反映有走下坡趨勢。
他說，現時擔心流失過夜旅客多於即日往返的旅
客。他解釋，據資料顯示去年1名過夜旅客在港平
均住3晚，人均消費約8,000元，相當於4名即日往
返的旅客的消費。
他又指，即日往返旅客影響層面，主要在零售業及

飲食業，但過夜旅客涉及層面則非常之廣，如旅遊景
點、交通、酒店、旅行社、零售等，其影響之闊猶如
漣漪效應，希望政府再三考慮是否減少個人遊數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香港零售

業表現疲弱，失業率維持在4.2%及有近1.5

萬人失業。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出

席活動後表示，近期有建議限制內地個人遊

旅客來港，憂慮一旦市況出現大變動，將直

接衝擊零售業就業情況。有人力資源顧問表

示，零售業流轉性高，黃金周內地旅客訪港

人數下跌，及個別本地團體抗議個人遊行動，

均影響零售業表現，從而令零售業就業人數

下跌，預計內地訪港旅客回升才可帶動本地

零售業前景。

內地客訪澳門人數
年份 季度 人數（人次）
2014年 第一季 1,212,842
2013年 第四季 4,681,448
2013年 第三季 5,044,407
2013年 第二季 4,492,158
2013年 第一季 971,622
2012年 第四季 4,443,894
2012年 第三季 4,347,393
2012年 第二季 3,883,505
2012年 第一季 850,086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文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旅發局主席林建
岳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本港零售銷貨價值下跌對
於各行業出現影響，又指注意到澳門零售額不跌反
升，可能代表本港旅遊業響起警號。有鐘錶業界人
士表示，認同有關數據和剛過去的端午節內地訪港
人數下跌，無疑是響起警號。他們認為，由於本港
有一小撮人士發起「驅蝗」行動，引起內地人反
感，故減低來港旅遊消費意慾，預期短期內的零售
市道不感樂觀。

遊澳多為賭 客群與港有別
對於林建岳指，澳門首季的零售額不跌反升，代表
本港旅遊業響起警號。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劉展灝表示，
由於澳門的核心業務為賭博業，而澳門的消費客群和
心態，皆與本港不同。他解釋，大部分旅客到澳門旅
遊主要是為了賭博，因此他們贏錢會想消費，即使輸
了亦會消費，故此與來港旅遊的旅客心態和客群不同。

他又稱，近期的數據絕對是一個警號，現階段政
府仍未正式提出削減幾多百分比的「個人遊」限
額，本港的零售業已經受到影響，認為政府應討論
如何增加旅客來港消費。加上，近期本港發生多次
「驅蝗」行動，令不少內地旅客對香港卻步，甚至
出現反感，所以下意識不想來港旅遊消費，因此現
時「內地人對香港抗拒，港人又對內地人抗拒」成
了一個尷尬階段。

劉展灝：業界生意料跌30%
他說，最近訪港旅客人數一直減少，估計業界生

意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20%至30%。他認為，如果
市場消費疲弱氣氛持續，服務、零售、旅遊業界生
意短期內難有明顯改善。
對於本港今年4月份零售業銷貨額統計數字中，

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物的銷貨值急跌近40%，
本身亦從事鐘錶零售的劉展灝認為，這將會是一個

大趨勢，看不到短期會有突破性改變，預期5月份
的珠寶首飾、鐘錶等名貴禮物的銷貨值與4月份相
若。

高鼎國：數字反映港形象受損
香港鐘錶業總會主席高鼎國表示，端午節內地訪

港旅客人數下跌和零售銷貨價值下跌已經不是單一
旅遊業和零售業問題，「今時今日人數下跌不能只
說影響零售業、旅遊業，而是整個香港的經濟。」
又稱目前最感憂慮是香港的招牌和形象。他說，香
港的形象已被一小撮港人破壞，令內地旅客對香港
感覺不良好，而訪港數字是最好的反映。
他又稱，對於這群為反對而反對的小眾影響內地旅

客對香港感覺，表示「好無奈，但卻什麼都做不到，
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懲罰他們」。他舉例，曾經有一
名外國籃球隊班主因說了一句歧視的說話，被聯盟勒
令他賣盤，反問為何香港沒有這樣的懲罰？

總商會：勿「硬上馬」削個人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有人提出要調控個
人遊訪港旅客人數。香港總商會主席周松崗昨日在
卸任前表示，據旅遊事務署顯示，內地是香港最大
客源市場，佔本港旅客量約75%，特區政府須評估
本港旅客承接能力，但總商會不支持「夾硬」以行
政手段解決問題。

內地過夜客港消費冠全球
周松崗昨日在總商會周年會員大會前指出，過去
10年，內地訪港旅客持續上升，去年更突破5,400
萬人次，據旅遊事務署資料，內地是香港最大客源
市場，佔本港旅客量約75%，約4,000萬人次，而
內地的「過夜旅客」平均消費超過8,000元，為全

球最高數據，說明內地旅客對於香港經濟有非常大
影響，並造就數以十萬計的職位。

周松崗：全面評估 小心平衡
他認同，旅客人數急速增長對市民生活帶來不便甚

至滋擾，故特區政府應研究紓緩方向，但必須留意的
是，4月數據顯示內地訪港人數放緩，端午節更會繼
續有所下降，令零售價值回落，若情況繼續將為香港
經濟及就業帶來負面影響，「總商會認為，政府應對
問題必須小心平衡，不能操之過急，並應全面評估本
港旅客承接能力，包括口岸、酒店、公共交通網絡等
接待能力，以至旅遊設施容量等。」
被問到是否反對調減「個人遊」人數，周松崗直

言，總商會奉行自由市場、自由經濟，應由市場自
行調節，而非「夾硬」以行政手段解決，「人太
多、店舖不夠、酒店縮位及食物昂貴，市場自然會
有所調節。香港是自由港，如何阻止部分人不能到
港？這不利香港形象。至者近期連續幾個數據，包
括4月份零售金額下降至10%、旅客數目縮減等，
雖然幾日數字不能預測未來一年走勢，但應研究加
大接待能力，以至收斂擾亂秩序行為等。

林健鋒：訪港客數應交市場調節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商界議員林健鋒也表明，不

認同調減「個人遊」訪港旅客人數，而應交由市場調
節，「香港可以作大嶼山發展等，全面性提高承受能
力，而非為旅客設限，應繼續以禮待人不是趕客。香
港應以和諧方法解決問題，當年香港沙士靠個人遊加
快復甦步伐，今日放棄，他日就無法再爭取。」

■張建宗昨日出席活動後表示，本港零售業失業率維持在4.2%及有近1.5萬人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林建岳表示，要檢討為何
香港零售數字下跌，是否已
響警號。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