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參與「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將令香港迎來極大機遇。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昨日建議

新一屆特區政府，從金融、航運物流、旅遊以及保險等香港具優勢的項目

入手，把握「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機遇。該會主席李毅立呼籲，新一屆

特區政府在大灣區建設方面廣開言路，吸納工商界、專業界及智庫的精

英，參與規劃及諮詢工作。

國家行政學院同學會
倡港善用「帶路」大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與工黨唯一
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會面，主要討論
長者、勞工、弱勢社群、長期護理
等民生問題。
張超雄會後引述，林鄭表明會着

緊處理民生事務，希望立法會在討
論公共政策時，給予特區政府多點
時間，讓政府跳出框框，又透露林
鄭在會上承諾會在任內取消強積金
對沖機制，及有機會就17天勞工
假及標準工時立法。
林鄭月娥昨日與張超雄會面約

一小時。張超雄會後稱，會面氣
氛良好，主要討論民生問題，包
括長者、勞工、弱勢社群、長期
護理、院舍、租金等，未有討論
政改。自己向林鄭提出現時勞工
及福利局和食物及衛生局各自為
政，希望特區政府加強在精神病
長期謢理等合作，而林鄭對此反
應正面。
他續說，林鄭在會面中表明會

着緊處理民生事務，會在上任後
籌備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形式
類似扶貧委員會，希望立法會在
討論公共政策時，能給予特區政
府多點時間，讓政府跳出框框，
並在會上承諾會在任內取消強積
金對沖，亦有機會就17天勞工假
及標準工時立法，但未有時間
表。
他希望林鄭月娥與新班底帶領公

務員及運用公共資源，解決市民最
關心的問題，又稱民生議題不能等
待，要立即開工。

林鄭見張超雄
傾標時撤對沖

「民陣」今
年的「七一」
遊行未獲批准

使用維園足球場作為起點，「民陣」
召集人區諾軒「發爛渣」，宣稱場地
被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打尖」、
「佔用」，是特區政府對他們的「政
治打壓」。不過，康文署就踢爆，他
們在3月15日已接獲慶典委員會的有
關申請，到4月3日才接獲「民陣」
的申請電郵。有網民批評「民陣」輸
打贏要，「你當咗維園係私家場？」
今年為香港回歸20周年，多個團體

申請在7月1日前後借用維園球場舉
行慶回歸活動，康文署在考慮申請
時，會先批予有優先使用權且提早申
請的慈善團體慶委會，惟遲人一步的
「民陣」申請被拒就「發爛渣」。
區諾軒聲言，「民陣」於去年12

月已「口頭」要求使用維園球場，
康文署職員當時要求「民陣」在活

動舉行前3個月提交場地申請。申請
失敗後，他就發難稱，當局拒絕他
們的申請是在「洗太平地」，又稱
慶委會「精心部署」去「霸佔場
地」云云。
康文署回應指，該局在3月15日已

收到慶委會申請在6月下旬至7月
初，在維園6個足球場舉辦慶祝回歸
科學科技展覽會，而在4月3日才收
到「民陣」的申請電郵。
明明是執輸行頭，區諾軒昨日舉行

記者會死撐，稱「既然慶委會3月15
日已經遞交申請，『民陣』4月3日
遞交申請時，康文署已可知會『民
陣』已有團體申請球場，但有關消息
至前天才得知」，擺明是「賴」康文
署沒有「及早通知」，又不提明明是
自己遲申請，反轉移視線稱「從未聽
聞康文署『內部指引』及按團體遴選
優次的程序」云云。
他續稱，「民陣」會考慮使用其

他地點，包括於前日申請使用近銅
鑼灣的維園噴水池和草地來起步，
暫時未知結果，並稱希望慶委會考
慮在7月1日讓「民陣」使用部分球
場數小時作集會，又稱行政署仍未
批准他們使用政總東翼前地作為遊
行的終點。

「你當維園係私家場？」
有網民指出，康文署依照規則做

事，「民陣」卻輸打贏要，「你當咗
維園係私家場？」「Potin Lau」批
評：「申請，明白這兩個字，就唔會
癡呆成咁啦，講到申請就是可以批
准，亦可以唔批准，那麼嘈來做咩，
做慣老馮（奉）都唔係咁－定要順利
批准的，唔順意政府就（話係）打壓
打擊。」「Kam Fung Chan」也指：
「俾你哋班友霸足十九年啦！仲想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陣」老奉霸維園 遲申請仲賴地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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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長腳長」、擁有籃球員
標準身型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陸頌雄，不單是籃球健將，還

是一名攝影發燒友。他昨日透露，自己曾經應徵當
攝影記者，惟可能因自己不肯做「狗仔隊」而未獲
聘。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就是靠攝影認
識了太太。現在，他平日會不時落區「攞景」，記
錄下社區的人和事。
陸頌雄昨日向記者展示了其攝影作品，並憶述自

己十多年前放下書包，尋找人生和事業方向時，報

讀了攝影課程，更去一份周刊應徵做攝記，特別自
己身材高挑，舉起雙手已經高過其他人，毋須借用
摺梯，有「先天優勢」。
當時，他向面試者展示了自己的作品，大家更

談攝影談了個多小時，本以為一定成功，惟最終
未獲聘用，估計是對方覺得他不肯做「狗仔隊」
之故。

太太「影返嚟」年年「攝影匯街坊」
雖然求職失敗，陸頌雄笑言，其太太是「間接影

返嚟」的。原來，他當年在工聯會擔任義務攝影教
師，太太則報讀了有關課程，大家經常交換攝影心
得，而所謂「日久生情」，兩人互生情愫，終於結
成終身伴侶。
由於自己太喜歡攝影，他當了議員後即自購器

材，經常落區捕捉社區裡的人與事，更每年都會舉
辦一場「攝影匯街坊」，最新一場就在本月底。他
會騰出半天時間，將議員辦事處變成攝影室，歡迎
街坊拖男帶女，或帶同自己心愛的寵物、物件等到
議辦免費拍攝一輯相片，留下美好的記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陸頌雄「天生我才」做龍友
���&

20172017年年55月月1212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政情與評論A13 ■責任編輯：袁偉榮、汪 洋

來自英國的樂
隊涉嫌沒有申請
有效工作簽證，

在觀塘工廈作有酬表演。入境處人員到場調
查時疑遇襲受傷，最後警員到場拘捕有關人
士。事件繼續發展，公民黨的陳淑莊及譚文

豪跳出來，充當「程咬金」，為涉嫌非法表
演的樂隊成員提供協助，同黨的楊岳橋亦
「發口痕」，在社交網站攻擊政府「打壓文
化工業」。
組織此次表演的人及樂隊，涉犯下協助與

教唆他人以旅客身份在香港從事非法受薪工

作，違反逗留條件。香港是法治社會，法治
是香港穩定和發展的基石，依法辦事、遵守
法律是最基本要求。豈能犯了法，卻高呼
「被打壓」，企圖逃避罪責，還倒打一耙，
要求政府檢討制度。有法不依，縱容違法，
將令整個法律制度垮掉，香港的形象和競爭

力將大打折扣。
是次事件，演出活動屬商業性質並收取

酬勞，須要依法按既定程序申請有效工作
簽證，表演組織者和有關人士漠視法律程
序，不申領有效工作簽證就作有償表演，
屬於違法行為，入境處執法天經地義，警
方到場維持秩序，依法拘捕施襲者也屬職
責所在。如果把正常的執法形容為「打
壓」，根本是強詞奪理，混淆是非，誤導
大眾。

平時把法治掛在口邊的公民黨，今次護
短、「撐黑工」，再次示範知法犯法。違法
就是違法，「黑工」就是「黑工」，「文化
藝術」充當不了「做黑工」的擋箭牌，向政
府活化工廈政策、文化政策「潑髒水」，對
執法人員作出無理指責，說明公民黨漠視法
治，反政府反到不知所謂。公民黨如果連法
治原則也守不住，口呼法治卻背棄法治，把
自己的神主牌都丟掉，不如連黨號也改掉算
了。

公民黨「撐黑工」不如改黨號
篤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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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許「民陣」搞遊行，不許百姓慶回歸？

租用維園有既定的程序，按康文署借
場活動規定，借場需於活動3個月前入
紙申請，亦即今年3月下旬左右入紙。
「民陣」申請7月1日檔期作遊行活
動，與慶委會活動撞期，當然是先到先
得。區諾軒自己承認「民陣」於4月3
日才申請，較慶委會遲。這樣，康文署
將場地租予慶委會，請問有什麼問題？

辦事不力太遲申請卻反咬一口
今年「七一」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的紀念日，康文署就算「優先考慮」
將場地租予慶回歸活動，也合情合理。
等如美國國慶日，華府會優先借場租予
國民慶祝國慶，還是搞反政府活動？反
對派要搞遊行一年365日都可以，20周
年回歸日就一天。因此，不論在程序
上、在情理上，將場地租予慶回歸活動
都沒有可質疑之理。
區諾軒遲遲沒有入紙申請，租不到場

地，就上綱上線，形容政府的決定是
「政治封殺」，一來掩飾自己辦事不

力，好推卸責任，二來更可扮「被打
壓」、「被迫害」，為催谷遊行造勢。
如果政府真的要「政治封殺」，「民
陣」還可以年年舉辦「七一」遊行，不
斷借遊行「吸水」、吸政治光環嗎？
「民陣」往年「七一」遊行以維園作為

出發點，主要是沒有其他團體租用，但這
並不意味着維園已成為「民陣」的「私家
花園」、「七一」遊行的「御用出發
地」。現在有其他團體依法租借，「民
陣」就大發雷霆，真的以為自己大晒，可

以不理既定程序，以為憑着政治背景、有
反對派政客的撐腰，可為所欲為，霸住維
園不許別人使用，「民陣」以為自己是
誰？是「民主霸王」？
區諾軒認為，「民陣」過往多年同時

申請維園球場及草地作出發地均獲批，
今次遭拒的理由前所未聞，質疑政府的
決定涉及「政治考慮」，「唔想市民出
嚟反政府」，他形容是「只許州官慶回
歸，不許百姓大遊行」。

以「政治封殺」刺激「自己友」上街
「民陣」只要依法，沒有人剝奪其遊

行的自由，但「民陣」不能硬要特區政
府、其他團體都遷就它，把維園留給
「民陣」「專用」。明明是「民陣」自
己出錯，還要指責政府和別人，這何來
一點法治精神、民主精神？其實，「民
陣」遊行並非一定要在維園出發，在九
龍公園、天水圍出發都可以，「民陣」堅
持非維園不可，難道維園只有反對派可以

租用，其他機構就不可以？這豈不是「只
許『民陣』搞遊行，不許百姓慶回歸」？
區諾軒及「民陣」的搞手在事件後氣

急敗壞，借題發揮，不過是趁機炒熱
「七一」遊行。現時本港政治氣氛趨
穩，市民對於政治爭拗已經極為厭倦，
希望社會和諧、修補撕裂。反對派知道
今年「七一」遊行要動員支持者上街十
分困難，於是拿此次租場不遂事件大做
文章，打「悲情牌」，製造所謂「政治
封殺」，以刺激更多「自己友」上街。
如果反對派有政治智慧、尊重民意的

話，理應順應市民，暫停舉辦「七一」
遊行，營造社會大和解的良好氛圍，這
樣大家都得分。但區諾軒之流怎可能有
這樣的政治智慧，所以唯有煽風點火，
希望谷多些支持者上街，不要因為遊行
人數太少而出洋相，屆時「民陣」「報
大數」也不用造得太過離譜。只是，
「民陣」搞那麼多小動作谷人數，最終
也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民陣」今年「七一」遊行租借不到維園足球場作遊行起點，因為場地已租予其他團體舉辦慶回

歸活動。「民陣」召集人區諾軒隨即「發爛渣」，攻擊政府不將維園足球場借給他們遊行，是「洗

太平地」、「政治封殺」、「收窄市民言論及集會空間」。「民陣」租借不到場地，根本是自己辦

事不力，錯過申請機會，政府並無禁止「民陣」舉辦遊行，「政治封殺」只是「被迫害」的哀兵之

計，為遊行谷人數的拙劣伎倆。「民陣」不是大晒，租用維園要講程序，不是民陣「想點就點」，

維園是香港人的維園，不是反對派的「私產」，反對派要找一個遊行專屬起點，不如選黎智英的大

宅好了。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陸頌雄以鏡頭記錄社區的人與事。 陸頌雄供圖

■國家行政
學 院 （ 香
港）工商專
業同學會將
向新一屆特
區政府提交
施 政 建 議
書。
朱朗文攝

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工商專業同學會昨
日發佈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建議

書，並將於日內呈交候任特首林鄭月娥。
建議書呼應了林太的競選口號，以「同行

共建 We Connect We Contribute」為題，
內容涉及銀行及金融業、航運及物流業、旅
遊及零售業、土地與房屋、教育與專業培訓
等方面。

李毅立盼助旅業拓商機
該會主席、廈航假期董事總經理李毅立表

示，「一帶一路」是國家非常重要的倡議，
香港除了金融、物流等行業可參與外，旅遊
業的優勢也十分突出，但業界至今還未融入
「一帶一路」中。
他們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借助「一帶一

路」，為旅遊業包括旅行社、航空、酒店等

界別創造更多商機，如把香港作為海外遊客
到內地旅遊的門戶，通過更豐富的「一程多
站」旅遊安排，成為「一帶一路」旅遊的中
途點和中轉站，也可支持旅遊業開闢「一帶
一路」沿線新興國家市場。
李毅立續指，香港企業「走出去」到外地

投資面對許多困難，即便是大企業也不一定
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策，希望新
一屆特區政府牽頭，幫助商界了解「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的法律、稅務政策等。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他呼籲新一屆

特區政府廣開言路，吸納工商界、專業界及
智庫的精英，參與規劃及諮詢工作，共同為
香港發展尋找新機遇，注入新功能，開拓新
局面。

朱永耀籲建再保險中心

該會副主席、中銀國際英國保誠信託有限
公司行政總裁朱永耀補充，「一帶一路」包
括許多大型基礎建設項目，涉及大型、高風
險的投資，需要做好風險管理。香港除了可
發揮傳統的融資優勢，特區政府還可強化香
港成為地區性的再保險中心。
他解釋，全球首五大再保險公司、全球首

四大再保險經紀公司均在香港設有辦事處，
相信配合香港原有的完善法律機制、專業調
解服務等優勢，能做好再保險中心的角色，
幫助企業安心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參與
基礎建設。

陳傑倡研開放第五航權
該會智庫成員、香港貨運航空策略規劃

部總經理陳傑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延
續現屆政府在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意
志，又指政策開放會令香港在「一帶一
路」倡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希望特區政
府與內地當局商討開放第五航權，容許香
港的航空公司開辦經北京、上海等城市至
中亞城市的航線，並容許在內地至中亞航
段上接載由內地出發的旅客，以開拓市
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