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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又拉布 陳健波勢出剪
審議官員調薪提220修訂 被批拖慢施政累市民埋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網絡罪案近年在本
港愈趨普遍，成為市民關注熱話。立法會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於警務處開設一個
總警司常額職位，以領導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
查科工作。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於會上表示，增
設總警司不單是希望短時間內處理網絡安全工
作，而是要長遠打擊科技罪案，並指近年網絡罪
案數字倍升，要由具領導才能及視野的人處理。

犯案趨複雜 需專才應對
保安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曾裕彤指出，現時警隊
並無常額總警司級人員處理網絡科技罪行，只能
靠現時人手在不影響日常工作情況下，做領導及
長遠策劃工作。但基於有關案件複雜程度上升，
加上現有人員無足夠時間到海外交流或額外花時
間接受培訓，長遠對打擊網絡罪案影響深遠。
警務處助理處長鍾兆揚指出，若增設常額總警
司職位打擊網絡罪行，有關人員要具備前瞻性，
以及可預視罪案發展趨勢。他期望加強人手、硬
件及軟件方面的能力，同時指國際合作在打擊罪
行方面非常重要。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為何本港網絡攻擊數字上
升。李家超表示，要視乎網絡的自我保護能力程

度及科技發展與普及性是否高。他續說，本港手
機及寬頻使用的滲透率都較其他地區高，因此會
有較高風險受網絡攻擊。

免遣聲請跌25% 續研處理策略
另外，保安局局長黎棟國昨日在保安事務委員
會就新一份施政報告作簡報，提及當局於去年展
開處理免遣返聲請策略的檢討，過去一年被堵截
的非華裔非法入境者數目按年下跌逾40%，提出
免遣返聲請的人也按年下跌近25%。
黎棟國表示，處理免遣返聲請沒有「特效
藥」，會繼續採取多項措施，而當局今年會集中
處理修訂入境條例，改善審核程序，目標是下個
年度提交立法會。
對於民建聯葛珮帆關注香港會否設立禁閉營處
理聲請人士，黎棟國回應指問題複雜，正持續研
究。
有關迷你倉安全問題，黎棟國指政府計劃制訂
法例，提升舊式工廈的消防安全水平，擬於今年
上半年就立法建議諮詢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和
業界，再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他強調，政府會採取最負責任的態度，保障大
眾生命財產安全，要求經營者配合。

申增設總警司 打擊科網罪案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文森）廉政
專員白韞六昨日在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簡報本港去年貪污情
況，民主黨林卓廷質
問白韞六在去年執行
處人事風波後，有否
被多名人員包圍要求下台。民建聯葛珮帆
質疑其提問沒有根據，呼籲對方拿出證
據，否則會破壞廉署聲譽。
林卓廷在會議上質問出席會議的白韞
六，在去年執行署人事風波後，有否在一
個高層會議上，被多名人員包圍要求下
台，及會否就風波問責下台，及後被葛珮
帆在發言期間批評。
葛珮帆指，林卓廷多次發佈不能證實的
「消息」，而且未能拿出證據，形容是嚴
重的指控，詢問白韞六那些「消息」會否
損害廉署聲譽，白韞六回答指上年人事風
波的「消息」令傳媒關注，確在觀感上影
響廉署形象。
葛珮帆認為，不能證實的「消息」會令
市民懷疑廉署是否真的做到「密密實
實」，呼籲提出嚴重指控的人要拿出證
據，否則會被認為是「生安白造」，又希
望林卓廷作出指控時要謹慎及負責任地拿
出證據，否則定必破壞廉署聲譽，而非他
自己所想的維護香港廉潔。

白韞六丘樹春答問闢謠
就有關被包圍要下台的質問，白韞六表
示當日是與執行處高層開會，討論人事問
題，會議上大家都好斯文，不存在被包
圍，但被問到有否被要求下台，他就指不
便透露和高層人員的會面內容。
執行處首長丘樹春說，去年七月請辭後
決定留任，是因為同事極力挽留，以及不
想廉署再有動盪，但不能引伸為與白韞六
有關。他又強調，白韞六從沒有干預執行
處調查工作，執行處會不偏不倚、無畏無
懼處理每一個個案，包括涉及特首的案
件。
白韞六指，市民對廉署支持度高企，去
年有96%受訪者支持廉署，雖然去年中出
現人事變動，但同事一樣士氣高昂，廉署
年初七舉辦的新春團拜有近600人參加，是
歷年最多，而部門去年職員流失率，撇除
正常退休數字後只有2.6%，比前年的4.7%
大幅下降。
另外，林卓廷在同一會議質疑警方早前
公佈的警員干犯刑事罪案數字不準確，是
欺騙公眾，社民連梁國雄亦批評警方自欺
欺人。保安局局長黎棟國認為指控不公
道，指警方無必要自欺欺人。
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認為指控嚴重，解
釋指從警方的內部統計角度，刑事案是指
涉及刑事調查及由刑事調查隊負責的案
件，當日警方提供的數字是針對這類案
件。他認為議員可以不同意警方的分類，
但不可以說警方欺騙。

葛珮帆批林卓廷
亂噏損廉署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上月中發表的施
政報告提出逐步取消強積金對沖，勞工界及商業
意見兩極。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昨日
開會討論施政報告中的退休保障措施，包括取消
強積金對沖建議。有工商界立法會議員擔心中小
企難以承擔，亦有勞工界議員批評取消對沖後，
計算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的方法由服務年期乘以
月薪三分之二改為二分之一，是對打工仔不公。

吳永嘉：中小企難負擔
昨日的會議上，工業界（第二）吳永嘉表明，
商界反對取消對沖，因香港逾90%屬中小微企，
尤其擔心無限公司經營者「如果經營不善或退
休，公司被清盤仍要在支付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
無得對沖」，或難以負擔。他續說，港府自1999
年開始存在合約制非公務員，現時保守估計有1.2
萬人，質疑當局是否打算以約滿酬金來對沖遣散
費與長期服務金。
工聯會陸頌雄批評港府刻意迴避「不設審查」

的退休保障，並質疑為何不將所有合資格長者全
部納入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津助範圍。

陸頌雄潘兆平批計算爭議大
他續說，計算遣散費與長期服務金的方法改為將
服務年期乘以月薪二分之一的做法存在相當大爭議。
勞聯潘兆平亦指新計算方法「不知如何計出

來」，又認為取消對沖後向僱主提供首10年的年
期太長，認為6年已經足夠。
署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表示，明白強積
金對沖在社會有爭議性，形容絕無將商界「妖魔
化」。他續說，在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問題上，有
考慮僱主的承擔能力，並會盡量減少對商界尤其
是中小企的影響，而新的長服金計算方法亦會令
僱員「拎多咗」，當局樂意聽取不同意見。至於
合約制非公務員方面，他指當局政府不建議將約
滿酬金可用作對沖。勞工處補充，只要僱主被清
盤而無力償還僱員薪金，破欠基金都會提供協
助，不論是有限公司抑或無限公司。

撤對沖 勞資意見兩極

商務及
經濟發展
局昨在立

法會簡報今年的工作重點，電影業發
展、電視發牌、港台新大樓的進度成
關注重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表示，局方按永升亞洲有限公司
要求暫緩其牌照申請，但未有正面回
應香港電視網絡的進度。
蘇錦樑表示，局方在未來兩三年將

提供共200個學習名額，為電影業的
人才提供實務訓練或實習機會，並於
「一帶一路」的國家推廣本港電影。
他又說，當局正完成通過地契條款，
要求發展商在合適的發展項目，加入
電影院的政策研究，並於本立法年度
匯報結果。
他續指，為促進時裝業發展，製衣

業訓練局設立的樣板開發中心於去年
11月運作，當局亦進出「時裝創業培
育計劃」，3年內取錄15家公司進行
培育。電訊方面，流動服務2G頻譜
的指配期將於2020年11月至2021年
9月屆滿，本月會展開第二輪諮詢，
年底前公佈決定。
立法會議員馬逢國查詢電視發牌進
度，指香港電視網絡及永升亞洲的牌

照若拖太久，會影響投資者的意慾，
並擔心在本屆政府快即離任未能延續
要求發展商增加電影院的政策。蘇錦
樑稱永升亞洲有限公司要求局方暫緩
處理其申請，但未有回應香港電視網
絡申請進度。他又指，本年首季將公
佈數碼廣播研究結果。
對於增加電影院，蘇錦樑說，此舉

涉及商業決定，政府不能取代，但局
方會擔任促進電影發展角色，料本年
度內將提交研究結果及建議。
另外，2014年港台興建新大樓的
方案遭否決，有議員關注港台新大樓
的進度，廣播處處長梁家榮稱，處方
已積極展開新的規劃，重新繪畫圖
則。
在創科發展方面，為配合智慧城市
發展，政府預留5億元，供創科局在
未來五年協助各部門借助科技提升公
共服務質素，惟立法會葛珮帆以近日
新推出的電子咪錶為例，指不少部門
無善用科技的思維，擔心浪費資源。
她又建議，在新一代智能身份證推出
時加入電子核證。創新及科技局指，
將與運輸署溝通，研究發展更便利的
付款方法，又會協助各部門善用新身
份證的科技。 ■記者 文森

當局按永升要求暫緩牌照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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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昨日召開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
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機場
管理局行政總裁林天福說，三跑工程
自去年8月展開後，所批出的合約均
在預算之內，暫時看不見有超支的可
能性。不過，他坦言8年工程很漫
長，工程開支需視乎未來一兩年的建
築成本情況。
三跑造價高達1,415億元，其中機
管局需借貸690億元支付一部分的建
築費。機管局指，其財務顧問於去年
研究詳細債務及融資方案，料本年中
完成，又稱機管局擁有極佳的信貸評
級，融資難度不大，機管局能在市場

上以具競爭力的條款籌集足夠資金，
例如考慮發行零售債券、綠色債券
等。機管局又說，2022年起屬建築
費開支的高峰期，早期不需借貸太
多，並估計2030/31年能還清債務。
至於機管局去年8月向旅客收取機
場建設費，冀8年籌得260億元，約
佔建築費開支18%。林天福表示，當
還清所有債務時便可停收費用，但有
很多不確定因素，現時難以準確估計
何時停收。
另外，機管局預計在三跑工程竣工
前，機場使用人次達8,500萬，林天
福說，會研究如何在現有跑道上增加
航班升降量。

機管局：三跑工程暫無超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根據社署資
料，截至去年12月底，全港有908名露宿
者。社署資助的露宿者短期宿舍，規定一年
內須有60%使用者於半年內離宿，被批評期
限太短，不少已脫離露宿街頭日子的人因難
以支付高昂租金，最終要重回街頭露宿。多
名立法會議員日前夜訪露宿者，有宿友半年
限期快結束，居無定所，慨嘆「只能見步行
步，等了公屋兩年半還未有，好像無底深
潭。」

市場租貴焗瞓街
多名立法會議員日前先後到深水埗的露宿
者宿舍、板間房及通州街探訪露宿者及基
層。現年69歲的盧先生因家庭問題無家可
歸，透過社工安排入住宿舍，至今已是第五
個月，下月到期須離開宿舍。他輪候公屋至
今兩年半，苦無音訊，擔心離開後需露宿街
頭。他指自己患有糖尿病且年紀大，擔心難
以覓得工作，無法負擔高昂租金。
根據社署規定，兩家露宿者宿位一年內，

要有60%使用者於半年內離宿，若不達標需
撰寫改善計劃。業界質疑，露宿者宿舍的流
轉量要求較嚴格，市區單身人士宿舍為高規

定一年內一半人半年內離宿；而露宿者宿舍
則高達60%，有歧視露宿者之嫌。
聖雅各福群會露宿者綜合服務（西安中

心）隊長楊雅真表示，露宿者宿位緊張，現
時全港有629個宿位提供予所有單身人士，
專為露宿者而設的短期宿位只有兩間，合共
提供95個宿位。她續說，宿舍只限露宿者
居住半年，只夠他們剛「站得住腳」，即使
能成功租住劏房或板間房，其居住環境也甚
為惡劣，「若無法負擔租金者，中心只能幫

助他們輪候其他宿舍。」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參觀板間房時，看到一
對夫婦的房間環境惡劣，他們每月僅靠任職
清潔的8,000元餬口，但每月租金卻高達
2,600元，難以負擔。田北辰希望下屆行政
長官要考慮推租金管制，因基層的工資難以
追上租金，被迫露宿。
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宿位不足，導致
露宿者要短期內搬離宿舍，建議增建臨時房
屋及中轉屋，並延長宿舍的期限，讓露宿者

有瓦遮頭。
她又形容參觀的板間房的治安不佳，擔心
住客安全。社福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臻不滿當
局沒有當露宿者是人，將問題收藏起來，視
而不見，下周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將開會
討論對露宿者的支援。
社署表示，自2009年起資助非政府機構
推行短期食物援助計劃，合共幫助3,645名
露宿者，並調撥資源，於2016/17年度加設
20個市區單身人士宿舍的宿位。

議員夜訪宿友 倡租管增宿位

陳健波昨日與傳媒團拜時透露，財委
會本周五將再討論新一屆問責官員

調整薪酬的項目，而他共收到逾220項議
員議案，最多來自「自決派」的劉小麗
及「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兩人分別提
出91項及89項修訂，資訊科技界的莫乃
光則有12項修訂，而其中不少都是離題
及可以整合的。

離題違程序 圍主席阻剪
他不點名批評，一些新當選的議員不

熟悉議事程序，就連討論到哪一項議程
都不知道，部分反對派議員則經常拉
布，無論討論議題是否具爭議性都動輒
拉布。即使主席已作出了裁決，他們也
會聲稱不滿包圍主席台，「圍到好似圍標
咁。」面對這情況，他已預備隨時要轉房
開會，但就希望轉房不會成為「新常態」。

針對反對派「為反而反」，令財委會
遲遲未能通過各項涉及社會民生的撥
款，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批評，反對派在
今屆會期剛開始就瘋狂拉布，更將戰場
伸延至工務及財務委員會，令很多撥款
申請無限期擱置，直接影響建築工人的
飯碗，「選民選出議員是監察政府，並

非拖垮政府、拖垮經濟。」

梁志祥周浩鼎批拖垮政府經濟
他續說，本周六是正月十五，地區將

會舉辦很多活動，他身為當區民選議員
需要出席參與，但為了應付拉布，惟有
被迫缺席地區的活動。

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強調，問責官員加
薪的項目，只是根據過去10多年的通脹
幅度作出合理的調整，但反對派拒絕接
受有關理據，圖推翻持之以恒的制度，
一旦反對派得逞，日後問責官員調整薪
酬將成為政治爭拗工具，特區政府更難
招攬有志之士加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將於本周五繼續審議下任問責官員加

薪建議文件。財委會主席陳健波昨日指，由

於反對派議員共提出220多項修訂，預計周

五會議無法完成有關的討論，故已預留周六

整天時段加開會議趕工，周六加開的4節會

議將「朝九晚七」。他表明會劃線限制議員

發言，即議員每次發言時間只有3分鐘，希

望能夠完成討論，意味他或會於周六「揮

剪」，在今屆會期內首次「剪布」。多名建

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反對派拉布不單影響

議會運作，更會拖慢特區政府的施政步伐，

最終苦果將由市民承受。

■■梁志祥梁志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日前到深水
埗的露宿者宿舍探訪露宿者，又與宿
友會面。 劉國權 攝

■■周浩鼎周浩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健波陳健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社署資助的露宿者短期宿舍規
定一年內須有60%使用者於半
年內離宿。 劉國權 攝

■■葛珮帆葛珮帆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月7日(第17/015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2月9日

頭獎：-
二獎：$461,860 （3.5注中）
三獎：$31,650 （136.2注中）
多寶：$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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