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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反對派「亂點」再流會
林鄭函立會促糾正失衡

《蘋果日報》的社論「由自己，生與死，也在
香港地」攻擊施政報告，鼓吹「香港獨立」。
《蘋果日報》社論所引用的材料，來自「毛記電
視」的歌曲頒獎節目，《蘋果日報》乾脆就用
「毛記電視」節目的歌曲名字作為社論標題，大
力宣傳「毛記電視」的節目如何精彩，還逐個節
目介紹，為其大賣廣告，吹牛說「毛記電視」的
《第一屆十大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簡直「可稱
為香港的歷史性盛事」。《蘋果日報》為「毛記

電視」賣膏藥，為明嘲暗諷內地、放大本土意識
的言行搖旗吶喊，是要荼毒青少年。
「毛記電視」是一個網台，對象是青少年，其

負責人強調要「發揚」青少年的反叛精神。但實
際上，其《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和《勁曲金
曲》裡面的節目，完全配合《蘋果日報》等反對
派媒體的宣傳口徑。《蘋果日報》扭曲事實，攻
擊施政報告只有「一帶一路」內容，完全沒有談
及民生經濟。「毛記電視」的新聞依樣畫葫蘆，

用兩分鐘的時間把施政報告歪曲為「什麼內容也
沒有」，「只有『一帶一路』的重複語言」，
「小孩子也對施政報告不滿意」。而且施政報告
被人「惡搞」，變成了「撕正報告」，行政長官
被醜化，「一帶一路」變成了「一戴一露」，
「毛記電視」的男主持赤裸上身，戴着女人的胸
圍，但又扯下一邊露點，內容低俗，非常醜陋。
「毛記電視」的對象是青少年，說明了反對

派為荼毒青少年，從小就做工夫，進行洗腦，不
遺餘力。陳志全、林雪、王喜、游蕙禎及黃之鋒
等經常在「毛記電視」的新聞節目客串，引誘青
少年走入邪路。「毛記電視」播出的「二次創
作」童歌，其中加插了不少粗口，投訴家長給予

學生功課壓力，大罵老竇老母，歌曲經過face-
book熱傳，給予小孩子很壞的影響。「毛記電
視」向沒有分辨能力的小孩子洗腦，灌輸粗俗語
言，不尊重老師，鄙視父母，教唆小孩子反抗學
校的規章制度，這對小孩子的健康成長有什麼好
處？
另外，「毛記電視」的姊妹雜誌《100毛》也

是一份教壞青少年的刊物，讓青少年不懂得什麼
叫做國家，不懂得什麼叫做社會，不懂得什麼叫
做尊敬長輩，變成一個粗俗激進的人。「毛記電
視」和《100毛》專教人爆粗，不守規矩，離經
叛道，顛覆是非觀念，是反對派荼毒青少年的
「大毒物」。

《蘋果》催谷「毛記電視」荼毒青少年 徐 庶

一份有遠見有魄力有承擔的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以「創新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繁榮
共享」為主題，全文共分十三章，長逾二萬六千字，不
論字數還是章節，皆是過去三年來最多的。當中對市民
高度關注的議題都作出了適切的回應。讀完整份報告可
以發現，貫穿其間的除了「發展」還是「發展」，梁振
英一直在努力思考如何推動香港向前發展。

關顧基層扶貧安老
扶貧、安老、助弱是體現一個社會有無公義的重要因
素，事實上這是特首梁振英的競選承諾，亦是過去四年
來他的施政重點。過去四年政府投放在安老福利服務、
投放在殘疾人士支援服務等的經常性開支均大增50%以
上。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推出更多的相關政策，例如
優化傷殘津貼、增加安老服務名額等，並為應對人口老
化作出多重準備，提出建設長者友善環境等的政策建
議。更為重要的是，此次投入重金放在提升香港醫療衛
生範疇，未來十年將超過二千億元，增加五千多張公立

醫院病床及超過九十個手術室，並增加日間醫療服務。
梁振英對扶貧安老、醫療衛生的高度重視，證明他能

够體會基層及弱勢人群的需要，能够及時回應市民的訴
求，能够急廣大市民之所急。相較此點，公衆還可以看
到，梁振英所有政策實際上是為香港未來人口老化、提
升政府服務在做必要的準備。

教育科技投資未來
香港已有先進的教育政策，也有出色的教育成就，但

如果香港要在未來繼續站在領先地位，則毫無疑問需要
加大投入。和過去三年一樣，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準確
全面貫徹了這一點，今年提出了衆多重要措施。例如，
全面落實免費幼稚園政策、成立八億元的「資優教育基
金」，以及擴大吸引海外學生的獎學金數額、協助港人
到內地升學等等。香港教育界普遍對此給予了高度讚
揚，認為此舉對提升教育界士氣、提升教育服務水平都
有重要作用。

而向來關注並積極推動香港創新及科技發展的梁振
英，今年同樣對此提出衆多針對性措施，例如預留20
億元成立創科創投基金，全面建設香港智慧型城市、成
立5億元的創科生活基金、支援創科初創企業等等。公
衆有理由相信，在創科局成立之後，再加上諸多新的政
策支持，香港的科技與創新產業必然能得到更好的發
展。

「一帶一路」戰略目光
如果說以上政策還相對具體及微觀的話，那麽今年施

政報告提出香港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的願景，則可謂
是具有前瞻性、有宏觀視野的開拓性政策。「一帶一
路」作為國家長遠發展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世界上
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不論是沿線國家還是
影響所及國家，都對此給予非常高的重視。作為國家的
特別行政區，亦是整個國家「最國際化」的城市，香港
絕不能再失去此次大發展、搭便車的機會。
梁振英在報告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去論及「一帶一

路」，並提出超過十項極具針對性的政策建議。當中的
焦點在於，政府將成立由特首主持的「一帶一路」督導
委員會，負責制定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
策，並設立「一帶一路」辦公室，負責推動研究工作，
統籌協調相關政府部門與中央部委、各省市政府的聯
絡。其他的政策還包括撥款2億元，支持香港的專業服
務業界與沿線國家及其他境外城市的交流、推廣、合
作；注資10億元，大幅增加「特定地區獎學金」的名
額；鼓勵內地企業在港成立「專屬自保公司」等等，宏

觀微觀兼備，長遠眼前相融，規劃措施齊全，極具針對
性和可操作性。
能如此重視「一帶一路」，充分體現梁振英的魄力及

遠見，也證明他對國家發展戰略的理解與執行力。去年
12月底，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赴京述職的梁振英時指
出，希望香港能抓住國家進入「十三五」的機遇，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積極謀劃長遠發展，為「一國兩制」
的成功實踐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打下堅實基礎。而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亦强調，希望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抓住機遇，注重發展，發揮優勢，做好香港發展與國家
發展戰略的對接，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
集，謀劃好香港長遠發展，服務國家經濟建設大局。
習主席提及的「積極謀劃長遠發展」，李總理指出的

「抓住機遇」、「找到『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交
集」，這份施政報告顯然是按國家領導人的要求，作出
正確的貫徹與落實。
當然，施政報告不可能樣樣俱全，仍然有一些令本港
部分團體不滿之處，例如勞工政策、全民退保等方面被
指着墨不多。然而，任何一個政府推行政策總有一個先
後緩急，而特區政府的資源亦非無限，不可能一下子滿
足所有人的意願。但總體而言，這是一份回應市民訴
求、能够謀劃長遠的難得的施政報告。
對於香港而言，現在不缺好的政策，不缺好的施政團

體，缺的是一個能理性務實配合政府施政的立法會。如
果施政報告當中的所有政策都得到順利及良好的落實，
相信必定能有力地推進香港的整體競爭力，但反對派會
否停止在立法會內的阻撓，市民對此不敢樂觀。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行政長官梁振英公佈其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全面闡述未來施政藍圖。綜觀
整份報告，當中既有扶貧安老的福利政策，亦有針對房屋土地交通的核心規
劃，更有因應未來發展需要而展開的教育和青少年、環保、醫療衛生這類市民
高度關注的政策。而令人尤其感到振奮的是，當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去闡述香
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理念與願景，所提出的十多項具體建議，不僅務實可
行，且極具針對性，對開拓香港發展機遇、提高競爭能力、配合國家戰略，具

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可以說，這是一份有遠見、有魄力、有承擔的施政報告，殊為難得。

屠 海 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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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舉行特首
施政報告答問會，多名反對派議員卻不停向特首梁振
英追問與施政報告無關的李波事件。香港社會各界昨
日批評，反對派濫用答問會炒作李波事件，與施政報
告離題萬丈，說明反對派根本不關注經濟民生，不能
代表市民向特區政府提出施政上的疑問，無助市民了
解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
各界認為，香港面對經濟下行風險，議員有責任藉
答問會的機會，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及時反映社
會對惠民措施的疑慮，讓廣大市民安心。

盧瑞安：破壞答問會原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施政報告答問大會能讓立法會議員和市民進一步
了解特區政府未來一年的施政方針，有關「一帶一
路」的配套疑問亦可一一說明。但反對派議員卻多次
提出與施政報告無關的李波事件問題，破壞答問會原
意。他慨嘆，香港長此下去只會更亂，又呼籲反對派
知錯能返，做些實事。

蔡素玉：礙市民了解報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強調，李波事件仍在調查

中，反對派卻不停炒作，是次更以施政報告答問大會
的機會「做騷」，扼殺了市民深入了解施政報告的權
利，這種擾亂議會秩序的行為令人痛心，搞事議員做
出這些惡行卻未有受罰，令人感到無奈。

陳勇：應就市民福祉討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直

言，相關部門已密切跟進李波事件，反對派應以其他
途徑跟進，特別是施政報告關乎市民福祉，立法會議
員應把握機會，反映民意，但他們卻借答問會「做
騷」，是絕不能接受的。

陳鑑林：反對派零關心民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批評，反對派議員在會上

屢次提出和施政報告無關的李波事件問題，把焦點放
在「政治騷」上，再次說明反對派根本不關注民生經

濟，令人失望。他說，外圍經濟下行風險與日俱增、
香港如何轉型及早應對等問題，市民都希望多了解特
區政府的對策，反對派此時竟還浪費時間搞亂胡鬧，
應受到譴責。

黃國健：濫用答問時段極幼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認為，李波事件仍撲朔迷
離，外界應耐心等候結果，而議員在答問會上理應代
表市民要求特首解答針對施政報告政策措施的疑問，
令市民更了解特區政府未來的施政方針，但反對派議
員濫用答問時段炒作李波事件，圖引起恐慌，令答問
會失去意義，所為極為幼稚。

姚思榮：少數人博出位炒作事件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指出，他理解外界關注李
波事件，但香港社會還有經濟民生等重要議題急需議
員處理。
他指，倘不斷執着炒作政治事件，只為滿足少數人
的出位訴求，社會發展卻因而倒退，絕非香港之福。

各界斥反對派興「波」騎劫施政答問

林鄭月娥在該封於流會後翌日發出的信件中指出，
特區政府對立法會上周四再次流會深感遺憾，認

為此事反映立法會現時已處於失衡狀態。
她直言，自本立法年度開始，已三次因法定人數不
足而休會。上周四的流會，顯然是因為所有「泛民」
議員在點算法定人數期間缺席。身為立法會議員，這

些行為實有負市民期望；正如曾鈺成向傳媒表示，實
在令人無法接受。

本年度168次點人數耗34小時
她強調，立法會的主要職態和職責是制定、修改和

廢除法律。立法會議員如不是在會議期間進行辯論，
而是使用煩擾的策略，不斷要求點算人數，根本不能
履行其職責。她更詳列數字，指由本立法年度開始，
168次點算法定人數已花上逾34小時。自2015年12月
17日恢復二讀辯論《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
案》，曾66次點算法定人數，共浪費了逾14小時。現
時的情況嚴重破壞市民對立法機關的觀感，更遑論善
用政府官員所投入的時間及精力。
林鄭月娥特別指出，「對於部分『泛民』議員託辭

藉此拖延立法會處理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更是完全不
能成立。」
她表示，版權草案已按適當程序進行公眾諮詢，並
經法案委員會審議，當局又與網民組織會面逾20次，
目前的草案反映討論多年共識，方案亦平衡。早日通
過有利版權擁有人、使用者和網上中介平台，最能符
合本港整體利益。
她提到，本屆立法會尚餘不足6個月便結束，除版權

草案外，《破產（修訂）條例草案》亦早已列入議程
有待恢復二讀辯論及三讀。另有18項條例草案於立法
會審議，涉及提高本港商業及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和物
業管理等民生議題，另外更計劃至少再提交兩項條例
草案予立法會審議，令她擔心「如任由目前情況持
續，立法會會議仍在現時失衡的狀態下進行，我擔心
這些重要的立法建議，大多不能在本年度完結前通
過。若出現這個情況，立法會便須就其行動向市民負
責。」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高度重視與立法會的合作

關係，懇切期望曾鈺成繼續與議員一同努力，糾正現
時的狀況。

■林鄭月娥期林鄭月娥期
望糾正立會的望糾正立會的
失衡狀況失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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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昨日立
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上，反對派繼續借機大
肆炒作「銅鑼灣書店」股東之一李波報稱
「失蹤」事件。特首梁振英重申，特區政府
十分重視「李波失蹤」案件，並已經向內地
多層級和多方面了解事件並表達關注。他又
說，目前案件仍在偵查階段，特區政府不能
夠公開披露警方的偵查，又深信政府的努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
在立法會答問會上，獲得提問第二條問題

的自由黨議員田北俊，稱自己答應了網民提
問李波事件，「你（田）不問的話正『衰
仔』……現在不問也不行。」他稱不少人都
有疑問「到底是不是公安、內地可以來香港
執法」，涉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問
題，故要求特首「盡快自己飛上北京，還是
用電話、與中央的領導通過電話，去問清問
楚這個李波的事件，給香港人一個答覆，以
釋除我們的疑慮呢？」民主黨議員何俊仁也
聲言，2013年有一對姓潘夫婦在香港涉嫌被
「強力部門」帶走，最終被判入獄，要求特
區政府就李波「失蹤」回覆港人。
梁振英在回應時重申，特區政府不知道李
波事件的全部事實，現階段沒有任何信息可
以提供，但已經向內地多層級和多方面了解
事件並表達關注，「我和特區政府官員十分
重視『李波失蹤』事件，自從收到李波太太
報案後，過去十多日多次公開申明特區政府
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
下的立場。特區政府沒有任何理由，不將香
港社會對事件關注表達出來，我們會繼續偵
查案件。」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施政報告記者會回應時
則強調，特區政府是堅決維護「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憲制安排，這是不容置疑的，任
何跨境犯罪、跨境執法都是不能接受，「香港人的擔
心是可以理解的，特區政府對李波等人失蹤是高度關
注。特區政府已循多層級，向內地有關當局尋求協助
和查詢，在未充分理解事件前，未能有一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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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
員瘋點算人數下，立法會上周四審議《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期間第二度流
會，嚴重影響立法進度，引起特區政府高度
關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上周五就事件去
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明對立法會再次流
會深感遺憾，並形容立法會已處失衡狀態。
她批評反對派議員以煩擾策略不斷點人數，
不僅根本不能履行職責，更破壞立法機關觀
感，浪費官員時間精力。她憂慮情況持續，
至少餘下22項涉民生的草案將不能通過，促
請曾鈺成與議員努力，糾正目前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