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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與各黨派議員同枱「有偈傾」
反對派棄杯葛 16人赴立會午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銳意修補行政和立法關

係，上任10天已經兩度到立法會，繼

上周三的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後，昨日再

率領一眾主要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出席

立法會午宴。有別於過去反對派議員採

取杯葛態度，在林鄭月娥多次伸出橄欖

枝後，昨日有16名反對派議員出席午

宴，更有人坐在林太身旁。有議員形容

今屆政府與立法會的關係「開局良

好」，不論建制或反對派議員都期望，

能與新一屆政府增加交流和溝通。

昨日立法會宴請林鄭月娥、新一屆政府主要
官員及行政會議成員，共有58名議員報名

出席，包括在過去幾年杯葛類似活動的反對派議
員。
除了建制派全體議員外，反對派主要政黨亦有
派人到場，包括民主黨胡志偉、涂謹申、林卓
廷，公民黨楊岳橋、郭榮鏗、陳淑莊和譚文豪，
「專業議政」莫乃光、梁繼昌及李國麟，社民連
梁國雄亦有參與，但「本土自決派」議員全數缺
席，而報名出席的「自決派」朱凱廸和工黨張超
雄亦不見蹤影。
有別於以往反對派議員採取杯葛態度，今次午
宴更有反對派議員坐在林太身旁，並閒話家常
（見另稿）。另有多名官員在午宴完結後，仍留
在會議廳前續與議員交流，其中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更與教育界議員葉建源、胡志偉一起合照。

梁君彥：兩隻手才「拍得響」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發言時表示，希望藉午宴的
方式，彼此可以輕鬆地進行交流。他又歡迎林太
出席午宴，並提到4項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措施，
包括與各黨派建立恒常溝通機制、10月發表施政
報告及增加出席立法會接受議員質詢等，令立法
機關更有效發揮監察角色。梁君彥期望行政立法
機關求同存異、為市民服務。
他又說，任何事情都是要兩隻手才能「拍得
響」，故希望各議員都能作正面的回應，與行政
機關有更積極和正面溝通及互動，期望新一屆特
區政府和立法會在互相尊重、求同存異的基礎上
各司其職，履行香港基本法內訂明的職責，並本
着同一目標，以市民福祉為依歸，竭力為香港市
民服務。

李慧琼：展望未來推展工作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今次午宴有部分反對
派議員出席，是好開始，但指關鍵是未來如何推
展實質工作，尤其是「一地兩檢」方案即將出
台，她希望大家可作理性討論。
獨立議員田北辰則表示，飯局氣氛融洽，看得
出官員有放下身段，主動與立法會議員傾談，形
容開局氣氛良好。
梁繼昌認為，午宴能讓大家在輕鬆環境下交換
意見，自己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警務處處長盧
偉聰和行會成員羅范椒芬「同枱」，大家在席間
亦有交流。他希望今次午宴能帶來新的開始，帶
動各局長能在日後主動與議員解決政策的新文
化，令條例可以在立法會上更易通過，並希望日
後在不同場合可有更多交流。
楊岳橋則稱，不會斷言現時行政立法關係是好
還是差，會繼續觀察特區政府有何舉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有意打好與立法會內各黨各
派的關係，昨日在午宴上亦主動邀請衛
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坐在身旁，兩人更
談及醫生註冊和醫護人員人手等問題。
其間，李國麟更細心發現林鄭月娥早前
在推銷政改時，所戴健康手帶不見了，
改戴了一隻名錶，立刻「職業病發
作」，溫馨提示謂︰「林太工作繁忙，
應該要留意身體健康。」

鄰坐飯友 互聊醫療

李國麟昨日午宴後回應傳媒追問時
說，自己本身已和林太相識多年，剛好
在入座時，由於林太身旁沒有其他人，
就被邀坐在身旁，沒有特別意思，二人
主要談及醫生註冊、醫護人員人手等問
題。
李國麟又說，當年因為林太戴了該條

健康手帶，頓然成為傳媒的焦點，令該
手帶亦「變咗名牌」，令他留下深刻印
象。
今次發現林太沒有戴，改戴了一隻名

錶，引起自己的好奇心，經詢問後，林

太回應指手帶「未整好」，又指自己要
準備10月的施政報告，未必有假放。
李國麟便溫馨提示林太，工作繁忙也

要注意健康，或者手帶提供的信息未必
可以完全改變生活作息，但都可以作為
一個提示。

鍾國斌倡提拔本地時裝設計師
另外，與林太同枱的自由黨黨魁鍾國

斌就透露，席間林太向他提到，「（本
地）時裝有得做」。鍾國斌又引述林太
指，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可受惠於她剛

提出的自資學位3萬元津助計劃，而香港
亦可以繼續引入更多的外國設計學校來
港辦學。鍾國斌就指，政府可以邀請英
國著名藝術設計學院Central Saint Mar-
tins、紐約的帕森設計學院（Parsons
School of Design）來港辦學。
鍾國斌還建議林太，以身作則提供更
多機會，予本地的時裝設計畢業生，讓
年輕人替她設計服飾。
林太就透露，原來已經有很多香港設

計師，正在「排隊」希望能為她設計服
裝，故年輕設計師也「要排隊」。
鍾國斌還說，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的夫

人米歇爾，也穿美國當地設計師的作
品，林太亦可這樣做，以帶動本地時裝
設計的風氣。

林太無戴健康帶 李國麟溫馨提示

立法會宴
請 行 政 長
官，也是部

分示威常客的立法會議員出動的
時候。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長毛）昨日就藉午宴機會，向
林鄭月娥遞交請願信，及一些紙
板道具，包括「紙板鐘」，要求
落實全民退休保障，雖然林鄭月
娥向他表示「送鐘唔係幾好」，
但亦收下其示威物品，雙方有講
有笑，氣氛平和。

雖然長毛在上周三的行政長
官答問大會上，又再大叫搗
亂，但林鄭月娥昨日面對其示
威時亦顯得包容。在立法會午
宴開始時，梁國雄走向林鄭月
娥，向她遞交請願信及有林太
頭像的鐘形紙牌，要求對方落
實全民退保和標準工時。他其
後向傳媒引述林太回應，稱
「送鐘唔係幾好」，但對方亦
收下其示威物品。被問及雙方
有講有笑時，長毛則笑言「唔
通我殺咗佢」，又稱自己無打
算衝擊，但說會監察政府。

公民黨等人昨日亦向林鄭月娥遞請
願信，林太亦有接收。公民黨黨魁楊岳
橋其後被問及為何多名公民黨議員缺席
大合照環節時，他聲稱已有郭榮鏗作為
公民黨代表，又謂「影張相啫」，刻意
迴避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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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接過梁國雄的請願信及示威
物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立法會議員大合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與立法會議員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攝

■林鄭月娥與梁君彥和李慧琼合照。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林鄭月娥成全場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林鄭月娥與梁君彥、湯家驊及葉劉淑儀共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陳克勤與楊偉雄共席，大家相談甚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立法會昨日舉行午宴招待新任特首林鄭月娥、主
要官員、行會成員，以及全體立法會議員。林鄭月
娥上任後坐言起行，主動以誠意和善意致力改善行
政立法關係，希望修補雙方合作關係，行政立法對
立的死結似乎有所鬆動，氣氛有所緩和。社會各界
對此樂觀其成，更希望行政立法互相尊重，求同存
異，各司其職；社會更期望，面對行政當局主動作
為，立法會對政府施政更應監督、配合兼顧，對事
不對人，謀求在具體政策的推行上取得實質性進
展，齊心協力建設更美好香港。

眾所周知，近年行政立法關係僵持，反對派逢政
府必反，導致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管治成效大受影
響，最終受害的是廣大市民。為扭轉這種困局，林
鄭月娥從競選、當選到正式上任，一再強調重視改
善行政立法關係。她上任後，提出增加到立法會出
席答問大會、回應議員質詢的次數；上任5日便出席
立法會答問大會，並提出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四點
措施。這一系列動作顯示，林鄭月娥改善行政立法
關係不是「得個講字」，而是真心誠意，努力以主
動的行動走近立法會議員，重視立法會的作用，向
立法會持各種意見的議員釋出善意誠意，主動為改
善行政立法關係營造有利氣氛。

林鄭的努力目前獲得一定的正面回應，昨日立法
會午宴有多位反對派議員出席，一改近年全面杯葛
的做法，而且飯局氣氛平和，政府官員、行政會議
成員與立法會議員席間「有偈傾」，就不同政策交

換意見，行政立法朝良性互動方向發展邁出一小
步。午宴之類的非正式場合，環境輕鬆，有利改善
氣氛，增進互動，今後應多作類似的溝通交流。

目前，行政立法死結有所鬆動，是全社會所樂
見，市民更希望雙方珍視良好起步，多作真誠交
流、求同存異，最終在制定具體政策、解決實際難
題上體現行政立法關係的真正改善。政府制定、推
行政策時，要真正做到與民共議，尊重作為民意代
表的立法會議員，積極向不同政黨「摸底」，廣泛
徵詢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放下身段，虛心聆聽，凝
聚最大社會共識，令具體政策的推行更暢順；而立
法會議員尤其是反對派議員，應以香港和市民的整
體利益為重，改變為反而反的積弊，放棄狙擊施政
的慣性思維，為報答選民的支持，理性議政，提出
具建設性的意見，勿再事事政治化，令香港虛耗折
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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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也是特區管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
分，立法會議員有監督政府施政的職責，也不能忘
記以民為本的最根本宗旨。新一屆政府已經上任，
香港發展進入新階段，行政立法應以服務市民為共
同的出發點，放下包袱，有商有量，互諒互讓，精
誠合作，創造政通人和的新景象。

行政立法死結有鬆動 具體政策推行見真章
三名工人昨日在紅磡一個電纜挖掘工程中

意外身亡，再一次敲響工業安全的嚴重警
號。雖然具體事故原因仍待調查，但三名工
人被消防救出時，身上並沒有安全帶，明顯
沒有按要求做足安全措施。本港近年類似的
工業意外時有發生，中電更是年內第二次發
生外判商工人身亡的慘劇。無論是中電還是
負責施工的外判公司，在執行安全規範、保
障前線工人生命安全上都有嚴重的缺失，是
造成重大人命傷亡的重要原因。人命關天，
決不能因為趕工或節省成本罔顧工人生命，
僱主或承辦商必須嚴格按照法例規定，為工
人提供完善的安全措施和裝置，並且監督工
人執行安全規定。同時，政府有關部門更要
加強監管，全面排查各項工程中存在的事故
隱患，並嚴懲違反規定的承辦商。

工人深入沙井工作，存在相當大的安全風
險，本港在2013年和2014年都曾經發生沙井
致命意外。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第
509章）第7條，「處所佔用人須確保在該等
處所受僱的人安全及健康」，工人落沙井工作
而沒有做足安全措施，東主或承建商都要負上
責任，一經定罪可判罰款20萬元和監禁1年。
昨日的意外發生後，中電和承建商在現場的發
言人都強調有要求做足安全措施，但消防救出
的三名工人卻全部沒有安全帶。顯然，也許規

定是有的，但有沒有執行卻屬另一回事。作為
工人生命安全的責任方，決不能存在僥倖心
理，安全措施容不得絲毫打折扣。中電今年2
月才發生青山發電廠致命工業意外，涉及的亦
是外判商工人，但工程外判不代表責任亦完全
外判，工程事故頻發，令人關注中電內部的安
全措施是否形同虛設，有否盡到監督的職責。

另一方面，本港向來重視工業安全，規範工
程承辦商和工人的安全條例早已實施，政府有
關部門對工人的安全負有監管責任。昨日意外
發生後，勞工處已向承辦商發出暫停工作的通
知令，並且表示，一旦發現有任何人士沒有跟
足勞工法例做足安全措施而引致意外，一定會
起訴相關的人士；勞工處並承諾，在短時間內
召開跨部門會議，商討如何防範同類意外發
生。全港每日都有好多工人在沙井內工作，處
方應全面了解工人的工作環境，對工程承建商
發出清楚指引並且加強巡查，確保安全措施得
到全面、嚴格的落實。

本港近年推動多項大型基建工程，工程時間
緊、難度大，出現意外的機會亦相應大增，人
命傷亡事故時有所聞。面對這種情況，當局更
應該加強宣傳、巡查和執法，要求始終將工業
安全放在任何工程的首位，對違規操作嚴懲不
貸，對有安全隱患的工程立即叫停，為工人創
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施工安全放首位 僱主政府皆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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