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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告士打道馬路昨午突有大批500元
面額紙幣漫天飛舞，途經車輛司機、乘客
及路人爭相執拾，警方接報派出持長槍及
穿避彈衣警員到場戒備，又將鈔票一一拾
回。事後查悉，鈔票原來是由一輛解款車
跌出。平安夜突然天降橫財，確實令不少
途經市民大喜過望，撿拾從天而降鈔票也
是人之常情。不過，從法律角度來說，拾
遺不報可被控盜竊，撿到錢的市民如果不
交到警署甚至貿然使用，隨時會惹上官
非，殊為不值。拾獲鈔票的市民應立即交
回警方。解款車在運送大批鈔票時車門竟
然突然無故打開，而押款員卻一直未有察
覺，整件事件匪夷所思，當局也應徹查事
件找出真相。

灣仔馬路昨日突然天降橫財，一些路過
的市民爭拾起大疊鈔票，喜不自勝，有
市民更將鈔票的照片上載到facebook等社
交網站，換來網友一片羨慕之聲。固然，
平安夜佳節喜獲意外之財，誰不喜上眉
梢？不過，路過市民也許不知道錢從何
來，只是因為一時貪心或為了討過彩頭而

拾起鈔票，沒有想過有何後果。然而，市
民不要以為拾到路上的鈔票沒有什麼大不
了，從法律上來說，在地上「執錢」與主
動「偷錢」其實並沒有分別，兩者均涉及
盜竊罪，一旦罪成最高可被判監10年。而
且，馬路周圍都有大量監控鏡頭，路人拾
錢的行為可能被清晰記錄下來，將來要追
究及檢控都輕而易舉。因此，撿到錢的市
民應趁早交還鈔票，帶好運氣，歡度聖
誕佳節。

這次「跌錢」事件非常離奇。一輛運送
以千萬元計鈔票的解款車，竟然可以在行
車途中中門大開，導致多箱鈔票散落在
地。更奇怪的是，車上的押款員竟然不知
道車門打開，直到行駛一段時間後才發覺
意外，導致大批鈔票被人拾去。解款車一
般都有較強的防衛能力，斷不會輕易中門
大開，當中究竟是解款車裝備有問題，還
是操作上出現漏洞而引發意外，值得深
究。事後保安公司指是因為車身後門機件
故障，是否如此，當局應展開調查，找出
意外成因。

天降橫財好兆頭 拾錢不報恐惹官非
日本召開特別國會會議，自民黨總裁安倍

晉三再度當選首相，內閣除了防衛相中谷元
新入閣外，全部留任。安倍是在日本國內整
體右轉的大背景下上台的，安倍本人一直堅
持否定侵略罪行的錯誤歷史觀，其內閣成員
也多具右傾政治傾向，令安倍新內閣的軍國
主義危險傾向更加明顯。國際社會對此必須
保持警惕。

外界預期，安倍新內閣將繼續推進解禁集
體自衛權的相關工作。2014年7月1日，安倍
召開臨時內閣會議，通過了修改憲法解釋、
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案。該決議案推
翻了日本歷屆內閣遵守的自衛權發動條件，
為日本自衛隊在海外行使武力開闢了道路，
這一舉動在事實上架空了和平憲法，意味着
日本戰後防衛政策發生了根本變化。在這一
變化背後，可以看到軍國主義幽靈的復活。
新入閣的防衛相中谷元支持日本擴大防衛力
量，將推動新內閣更多地解除對行使集體自
衛權的限制。

2012 年底安倍再任首相後不久，就表示要
修改對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表示反省和道歉

的「村山談話」，公然叫囂「侵略定義未定
論」，鼓吹參拜靖國神社「理所應當」，通
過了修改憲法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
決議案。安倍內閣危險傾向最重要的表現，
就是力圖挑戰戰後國際秩序，擺脫戰後體制
束縛。從否認釣魚島主權爭端到解禁集體自
衛權，安倍的一系列行動都是早有預謀，是
做了長期打算的。國際社會對安倍新內閣的
軍國主義危險傾向必須有足夠清醒的認識和
高度警惕。

安倍政權的一系列危險傾向如果不能扭
轉，將會導致嚴重後果。戰後的和平發展道
路一旦被否定，日本將有可能重新成為戰爭
和侵略的策源地。更為嚴重的是，安倍政權
還力圖促成對華包圍圈，這將把中日關係和
亞太局勢引上極為危險的道路。

安倍新內閣如不能正確看待歷史，懸崖勒
馬，改弦更張，尊重戰後和平穩定的國際秩
序，而是誤判形勢，一意孤行，把日本引向軍
國主義的邪路，必將受到歷史的懲罰，落得個
害人害己的下場。安倍新內閣究竟作何選擇，
國際社會拭目以待。 （相關新聞刊A19版）

警惕安倍新內閣的軍國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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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赴京 料提政改二輪諮詢
向習近平李克強述職 今張德江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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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違法「佔領」告終，智庫
組織「香港黃金五十」創辦
人、前特區行政會議成員林奮
強昨日形容，「佔領」是「好
的催化劑」，令香港市民明白
民主並非大過民生。他期待特
區政府及香港社會能共同解決
問題，並呼籲香港社會今後少
講主意，多做研究，思考如何
解決深層次問題。
林奮強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香港向來具備法治精
神，正如日前宣判的許仕仁涉
貪污案，展現了香港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可貴。不過，「佔
領」令香港付上法治代價，一
旦以為有崇高理想就可違法，
香港法治這塊「金漆招牌」將
會出問題，故執法部門必須依
法跟進「佔領」。他相信警方
及法庭也會按條例辦事。

民主凌駕民生
港人未必接受

林奮強續說，在「佔領」行
動初期，不少年輕人以為民主
很偉大崇高，「民主大過民
生」，但其後不少港人漸漸明

白，原來幫到長者看醫生，小朋友能準時上
課，也非「低賤的理想」，「任何好高尚的
想法，但要凌駕於民生之上，相信香港人未
必會接受。」
他坦言，香港人近月只聚焦3個「佔領
區」的情況，但場外700萬市民如何包容
「佔領」者的行動，是更漂亮及動人的故
事。他憶述在「佔領」第三周，曾遇上一位
的士司機，不斷播放《聖母頌》及古典音
樂，希望令自己及受「佔領」影響的乘客不
要太煩躁。他相信這些小故事，能令「佔
領」者反思，甚麼才是利民及有助香港發
展。
被問及香港出路，林奮強坦言，他對全球
未來5年的經濟看得極淡，並預期香港經濟
會因人口老化問題，令GDP每年錄得1%跌
幅。因此，香港更需要發展外向型經濟，不
能搞本土化，否則香港下一代將來只能離開
家園，到外地尋找機會。
他強調，香港過往在扶貧、建屋等方面表
現「肥佬」，「佔領」行動正好是「催化
劑」，令香港社會思考如何解決香港深層次
問題。他呼籲香港人今後要少講虛無縹緲的
主意，多做研究，並期待特區政府及社會能
共同解決問題。

■林奮強 資料圖片

匯報港經濟社會政治最新發展
梁振英今日到北京述職，原訂於明日返
港。不過，由於行程調動，決定於後天乘
搭上午8時的航班回港。在北京期間，梁
振英會與國家領導人會面和匯報香港經
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最新發展。隨行的
特區政府人員包括：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邱騰華、政府新聞處處長聶德權、行政長
官私人秘書陳嘉信、行政長官高級特別助
理陳建平及助理處長（傳媒）黎日正。

習主席今年已兩度肯定CY工作
今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短短兩個月間
已兩度會見了梁振英，強調中央政府全力
支持、高度信任梁振英及特區政府。
上月9日，習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赴

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的梁
振英，其間充分肯定梁振英、特區政府包
括警隊的工作。他強調，中央全力支持梁
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法治權威
及社會秩序。

習主席引用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盛讚梁在關鍵時刻靠得住，並重申
了中央對港的「三個堅定不移」：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及香港基本法；
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
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習近平讚港府警隊勇於擔當
本月19日，習主席到澳門出席慶祝澳門

回歸祖國15周年活動，並會見了率團赴澳
的梁振英。他在會面中指出，這一段時間
以來，梁振英、特區政府和警隊恪盡職
守、勇於擔當，使香港當前形勢有所好
轉，中央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是充分信任
和高度肯定的，又強調香港政制發展必須
符合實際，必須遵循「一國兩制」方針和
香港基本法。
在20日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

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
禮時，習主席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要繼
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必須牢牢把握
「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共同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
期繁榮穩定；必須堅持依法治港、依法治
澳，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必須把堅
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
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
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
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另外，習近平主席去年12月18日在會

見到北京述職的梁振英時，也對梁振英和
特區政府過去一年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又主動提到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的公
眾諮詢，並強調中央的立場是一貫的、明
確的，希望香港各界人士能夠按照基本法
規定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務實討
論，凝聚共識，為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
選，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北京報道）特首梁振英今日赴北京述

職，其間會向國家主席習近平匯報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最新發

展。據悉，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日會見梁

振英，明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會聽取梁振英述職，

料特首會提到特區政府即將展開的第二輪政改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聖誕佳節前夕，九龍社
團聯會及其轄下青年事務委員會多名成員，昨日攜同聖誕
襪到政府總部請願，表達青年對新年度施政報告的「聖誕
願望」，促請當局全面推動幫助青年向上流動的政策，並
提出六點建議，包括新增青年政策統籌委員會，及設立青
年影響評估機制等。

35%冀政府增資助支援創業
九龍社團聯會早前就青年對新年度《施政報告》的期望

進行全港性電話調查，成功訪問了1,690名16歲至35歲的
青年。調查結果發現，6成受訪者普遍認同增加青年議政機
會有助於特區管治。在往上流動方面，多數受訪者期望得
到更多實習機會及進修資助，並有三成五青年期望政府增
加資金補助以支援創業。
就此，聯會昨日提出六點幫助青年向上流動的建議，包
括：設立青年影響評估機制；新增青年政策統籌委員會；
撥地增設私立大學及職業訓練學校；提供培訓，增加實習
機會；發展更多優勢產業以及加快公屋及居屋的建設。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觀塘區議員顏汶羽

指出，青年缺乏往上流動的問題並不僅存於香港，也出現
在全球許多發達經濟體上，故特區政府需要多管齊下，解
決結構矛盾。當局在青年事務委員會以外，新增一青年政
策統籌委員會，以協調各政策局，並能調動資源，確保青
年關心的問題能得到照顧，社會有向上流動的空間和有充
分的發展機會。

■九龍社團聯會請願。 梁祖彝 攝

工聯倡打工仔年放17天有薪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約20名成
員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要求政府盡快立法，把
「公眾假」及「法定假」看齊，讓所有打工仔劃
一每年可享17天有薪假，否則會令不少打工仔都
要在公眾假期繼續工作，影響與家人相處的時
間。

扮聖誕老人遊行遞請願信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約20名成員，昨日由金鐘遊

行到政府總部，並遞交請願信，強烈要求政府盡
快立法，把「公眾假」與「法定假」看齊，劃一
為每年17天。部分成員穿上聖誕服，裝扮成聖誕
老人 ，手持寫上「聖誕節翌日」、 「復活節」
及「佛誕」的禮物，希望政府把這5天公眾假期
都增加為法定假期，作為聖誕禮物送給打工仔，
令他們一同度過一年17天有薪法定假期。
工聯會批評，政府近年一方面不斷提倡「家庭
友善」政策，另一方面又容許兩種假期制度存在
不公平情況，令不少打工仔在公眾假期仍要繼續
工作，失去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嚴重影響勞工階
層的家庭和諧及精神健康。工聯會又指，劃一假
期數目有助員工恢復生產力，員工所創造的價值
較僱主付出的成本高， 希望商界以正面看待，

不要「一刀切」否決修改勞工福利。

葉偉明促政府改不公平現象
權益委員會副主任葉偉明表示，希望政府統一

打工仔假期，因為現時「公眾假」與「法定假」
兩者存在差距，按公眾假期條例有17天假日，但
僱傭條例中有關法定假則只有12天，兩者差距5
天。他認為，政府應改變不公平現象，讓打工仔
可享受應有的公眾假期。
葉偉明承認，雖然要成功爭取假期有一定困

難，但仍會繼續爭取；又希望商界明白，現時不
公平現象會阻礙商界請人及留人的機制。他又
指，不少打工仔希望在生活和工作之間取得平
衡，所以更注重假期安排。
同場的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不論議員在立

法會會議上或透過工會都會繼續向政府施壓，提
出意見，並爭取盡快把劃一假期的建議排上勞顧
會議事日程商討。
公眾假期在1967年開始推行，法例只要求銀

行、教育機構、公共機構辦事處及政府部門遵
守。但大部分打工仔要到1973年因僱傭條例中有
薪假日，即法定假訂立後，才有相近福利，但當
年只有6天法定假。

■習近平早前在澳門會見前來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活動的梁振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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