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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促優化撤對沖方案 搗亂答問會「長毛」被逐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
出席她上任後首次立
法會答問大會，在答
問會進行到近1小時之
際，林鄭月娥談到為
創新政策「拆牆鬆
綁」問題時，社民連

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
雄突然在座位上大叫，聲
稱政府未有理會九成人贊
成全民退保，亦未有為全
民退保及標準工時「拆牆
鬆綁」，又質問林鄭月娥
會否代表警隊道歉云云。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將長毛
逐出會議廳。
在被數名立法會保安帶

走時，梁國雄高呼：「醒
吓啦！」他其後在會議廳
外聲稱，他不滿林鄭月娥
身為女性，未有回應早前
有警員涉嫌以粗口辱罵女
性的事件，又稱希望林鄭
月娥可以出席有關動議全
民退休保障的會議。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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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在答問會上搗
亂，被逐離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議員站迎特首 互動好開始
反對派讚林鄭表現 政策熟書回應得體

林太改企位 梁美芬：尊重傳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部分反

對派議員一改近年來的對抗作風，於她進入及離開會議廳時都站立以示禮貌。各議

員認為這是個好開始，並滿意林鄭的表現，並讚揚林太熟悉政策、回應得體。完成

答問大會「處女作」的林鄭，之後更在facebook感嘆道：「好耐無試過咁平靜！呢

個係好開始，但願明天會更好！」

林林 鄭鄭 答 問 大 會

在昨日的答問大會上，林
鄭月娥回復昔日做法，站在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右邊發

言。特首辦指，是次企位並不是新安排，以往也
有特首站在該位置，目的是方便特首與立法會主
席溝通。

立法會大樓於2011年啟用，時任特首的曾蔭權
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時，站在立法會主席旁
邊宣讀報告。繼任的梁振英在發表施政報告或出席
答問大會時，初期都站在主席旁邊，但從發表
2014年施政報告開始，就改為站在主席前方、會
議廳正中位置，當時特首辦解釋該位置燈光較好。

湯家驊：塑造管治新風格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認為，林鄭改變企位，

是因為她出任政務官多年，遵守和尊重過去政府傳
統。出席旁聽的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
人湯家驊說，林鄭希望塑造管治新風格，令人耳目
一新，對她的做法感覺正面，又說特首到立法會是
客人角色，站在主席旁邊較合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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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強積金對沖關乎打工仔退
休後的生活保障，勞資雙方為此爭論多年。為幫打工仔
爭取應有權益，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郭偉強、陸
頌雄、何啟明，工聯會勞僱會僱員代表鄧家彪昨日藉特
首林鄭月娥上任後首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到立法會
請願，促請新一屆政府盡速優化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

鄧家彪：16年沖走逾330億
鄧家彪表示，過去16年經對沖機制沖走逾330億元強

積金，損害打工仔應有權益。上屆政府通過以劃線方案
逐步取消對沖，但在計算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的方程式
比例，由原先的三分二降至二分一，令勞工階層的應有
權益受損。
鄧家彪指出，勞工界對此無法接受，認為政府未有充

分聽取勞工界意見就推出新方案，罔顧勞方權益。
工聯會呼籲取消對沖方案的計算方法應保留原先三分

二而非新方案二分一，促請新一屆政府在本屆任期內落
實取消強積金對沖，並優化計算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的
方案。■■工聯會請願促新一屆政府盡速優化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工聯會請願促新一屆政府盡速優化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林鄭月娥昨日進入會議廳時，除了建制派議員
外，多名民主黨、公民黨及「專業議政」議

員站立以示禮貌，但民主黨許智峯、公民黨郭家
麒、「街工」梁耀忠、毛孟靜、「自決派」的朱凱
廸、劉小麗、羅冠聰等未有站立，而社民連「長
毛」梁國雄及「人民力量」陳志全就高叫要求「全
民退保」的口號。

李慧琼：顯重視行立關係
對於林鄭「處女作」的表現，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認為林鄭表現不錯，指她熟悉政策，可就議員提問
作具體回應，而她在上任後的首次立法會大會就到
場，又提出四項實質措施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顯示
她重視行政立法關係。
她又認為，部分「非建制派」議員在林鄭進場、
離場時站立顯示禮貌，是一個好的開始，而議會內
氣氛也相對緩和。

黃國健：表現有80分以上
行政會議成員、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認為，林鄭

昨日表現不錯，有80分以上，又指建制派昨日問

的都是實際民生問題，故相信她可以應付，難不到
她。 他又提到「非建制派」在林鄭進場、離場時
站立，認為是好開始，希望這種氣氛可以維持下
去。

林健鋒：無迴避尖銳問題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林鄭回答提問得體，沒

有拖拉，集中回應議員提出的問題，有答案的直接
回應，未有的再作解釋，所以經民聯對林鄭的表現
滿意。他又指，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要靠兩隻
手」，希望不同黨派議員為香港、為社會客觀務實
行事。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讚揚，
林鄭答問時簡單直接，沒有迴避到尖銳問題，希望
新班子中人跟隨林鄭的新作風」。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林鄭

昨日的表現有80分，以一貫「熟書」的態度回應
議員提問，又指林鄭上任前已約見很多議員，已有
很多互動，相信反對派會對她「疑中留情」，會給
予她機會解決深層次問題，如高鐵「一地兩檢」。

湯家驊：反對派態度客氣

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認
為，反對派昨日對林鄭的態度客氣，表達出相當大
程度的克制和誠意，相信是想給她空間，對雙方保
持到議會間的互相尊重感到高興。
有份站立示意的民主黨主席胡志偉稱，林鄭一直

展示希望盡最大努力修補行政立法關係，站立是為
了展示立法會及廣大市民對她的期望，反對派會對
她持「聽其言、觀其行」態度，看她是否能在未來
政策倡議上廣納不同意見。
同樣有份站立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稱，當林鄭做

回一個「正常特首」時，議員便會做回一個「正常
議員」，而林鄭昨日的表現也少了一份「戾氣」，
希望這代表特區政府的施政新風格。不過，他聲稱
林鄭面對尖銳的問題如警權時，未有正面回應，採
取「迴避態度」。
林鄭其後在facebook發帖，指自己事隔半年再到
立法會會議廳，「有點戰戰兢兢，也有半點興奮，
因為我真係鍾意去立法會同議員辯論，但又知道我
今日嘅表現會受到各方注目。」她說，經過個半小
時的答問大會後，「我嘅即時感覺係：好耐無試過
咁平靜！呢個係好開始，但願明天會更好！」

■盧偉國(中)讚揚林鄭回答得體，沒有拖拉。林健鋒(左)則讚林鄭答問時
簡單直接，沒有迴避尖銳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李慧琼李慧琼((右二右二))認為林鄭在答問會上表現不錯認為林鄭在答問會上表現不錯，，很熟悉政很熟悉政
策策，，可就議員提問作具體回應可就議員提問作具體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在昨日的答問大會上在昨日的答問大會上，，林鄭月娥站在立法會主席林鄭月娥站在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的右邊發言梁君彥的右邊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攝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視察香港，對今後更好落
實「一國兩制」提出四個「始終」，其中第四個
是「始終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香港過去
幾年深陷「泛政治化」的漩渦，議會內劍拔弩
張，社會撕裂，錯失大好的發展機遇。在今天國
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環境下，香港再也經不起折
騰和內耗，只有重建團結和諧的社會，集中精力
謀發展，才能把香港這個共同家園建設好。

中華文化素來強調「和合」的理念，習主席此
次來港視察，處處展現尊重不同意見的包容。由
於歷史的原因，香港與祖國內地實行不同的社會
制度，「一國兩制」的初心，本來就是為了「求
大同、存大異」，這也是習主席此行一系列講話
的重要精神之一。

回顧香港的歷史，港人本來就來自五湖四海，
在香港落地生根，大家團結一心、共謀發展。對
不同文化的互相尊重和包容，本來就是香港成功
的關鍵要素。但是近年有少數人刻意製造對立、
對抗，將眾多經濟、民生議題「泛政治化」，甚
至煽動分離、「港獨」等極端思想，令香港飽嚐
失去和諧的苦果。

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需要明確底線意
識。所謂「求大同、存大異」，先要明確「大
同」，才能包容「大異」。對香港而言，「大
同」的底線就是愛國愛港，誠心誠意擁護「一國
兩制」和基本法，在這個基礎上，任何政見或主

張都可以充分討論。相反，如果觸碰國家安全和
利益的底線，挑戰「一國」的根本，危及香港和
諧穩定，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不僅違背香港
主流民意，更為法所不容。

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既要特區政府的努
力，亦要反對派的善意回應、改弦更張。新一屆
特區政府充分體認到民情所在，特首林鄭月娥將
修補撕裂作為上任後的首要工作。但「一個巴掌
拍不響」，仍需反對派放下「逢政府必反」的立
場，就迫切的經濟、民生政策，理性討論、共同
推進。

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亦需要市民積極參
與，踴躍發聲。過去幾年，雖然持極端主張的人
只是極少數，但他們言行激烈，搶佔話語權，對
社會和諧造成不小的負面影響。失去和諧穩定的
土壤，香港坐失發展良機，全體港人都要跟着
「埋單」。作為香港大家庭的一分子，廣大市民
要積極對極端分子說「不」，不能做沉默的大多
數，要齊心協力將香港拉回加快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的正軌。

經過這些年持續的政爭折磨，市民普遍感到厭
倦。現在民心思定，重建和諧社會、抓緊機遇謀
發展，是香港社會的主流訴求。希望社會各界按
照習主席所指明的路向，消解戾氣、增進和氣、
弘揚正氣，讓香港在和諧穩定的氛圍下，搭上國
家發展的快車。

明底線補撕裂 建和諧促發展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提出改

善行政立法關係的四點措施。林鄭月娥坐言起行，
以施政新風帶來新氣象，以實際行動改善行政立法
關係，初見成效。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並非一朝一夕
之事，需要雙方互諒互讓，有商有量，尤其在重大
議題上，反對派應該順應民意，大局為重，齊心協
力，而非計較一黨一己之利綑綁反對，更要擺脫激
進反對派的騎劫，才能真正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推
動香港進步。

過去幾年行政立法關係僵持，導致施政舉步維
艱。林鄭月娥銳意引入管治新風格，首先就從改善
行政立法關係入手。她強調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是本
屆政府的重要工作，亦是率先要做的工作。因此林
鄭月娥甫上任便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接受議員質
詢，顯示她重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尊重立法會。

林鄭月娥在昨日的答問大會上表示，立法會會議
廳對她來說是非常熟悉的地方，「我曾經公開說
過，我喜歡去立法會。這個並不是『賣口乖』，因
為這裡是議事、論事，為市民做事的地方。」她又
提出四點措施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包括與各黨派建
立恒常溝通機制、將施政報告發表時間恢復為10
月、增加到立法會接受議員提問的次數及要求問責
官員多與議員互動。林鄭月娥用有感情的語言，拉
近與立法會議員的距離，肯定立法會的監察作用，
向立法會釋出善意誠意，為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和提
升管治成效營造有利氣氛。

昨日有兩個細節值得留意，一是林鄭月娥發言的

企位，不再站在立法會主席前方，而恢復以往慣
例，改為站在主席右側；二是林鄭月娥入場及離場
時，大部分反對派議員均有站立，未有示威，整個
答問大會氣氛良好。林鄭月娥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邁
出積極的一步，會後不同黨派反應正面，公眾樂觀
其成。因為行政立法關係和諧，受益的是市民。林
鄭月娥公佈的50億元教育新增撥款，事前與持份
者和各黨派商議，呈交立法會前已取得廣泛支持，
相信獲得通過的機會很高。社會期盼未來5年行政
立法機關能保持良性互動溝通，就事論事，以民為
本，促進發展，造福香港。

行政立法關係能否持續改善，甚至進一步推進，
未來面對重大敏感議題，例如取消強積金對沖、高
鐵「一地兩檢」、二十三條立法等議題，才是真正
的考驗。以往發生過多次少數激進派騎劫反對派，
令版權例條、醫委會改革等有利經濟民生的發展項
目和政策夭折，重挫行政立法關係，今後會否重蹈
覆轍，是檢驗行政立法關係的最重要指標。林鄭月
娥釋出善意，反對派應該積極回應，改變乃至放棄
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取態。

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港視察期間，在會見行政、立
法和司法機構負責人時指出，希望特區的行政、立
法、司法各司其職、各負其責，與時俱進，齊心協
力把香港的事情辦得更好，交出一份合格的歷史性
答卷。習主席的話代表了中央的期望和要求，也代
表了港人的心聲，行政立法機關需理性反思，精誠
合作，攜手建設更美好香港。

行政立法關係現轉機 繼續努力造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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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習主席視察香港系列社評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