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派「拉到尾」
印花稅僅過二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會期昨日結束。在昨日會

議審議《2017年印花稅（修訂）

條例草案》，即將住宅物業交易

的印花稅劃一提升至15%；倘買

家「樓換樓」購入第二個單位及

在半年內賣出原來的單位，則可

獲得退稅；繼續維持香港永久性

居民首次買樓的豁免安排。不

過，由於反對派死性不改繼續拉

布，令有關條例草案僅通過二

讀，要待今年10月復會後才能繼

續審議。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強調，有關15%的印花稅依然有

效，並希望立法會在復會時會盡

快啟動工作。

反對派一連兩天在會議中不斷濫用
「點算法定人數」，更圖「霸王

硬上弓」，提出臨時改動議程。

黃碧雲突要求調動議程
在昨日下午1時許，立法會完成三讀

通過《道歉法》後，梁君彥隨即宣佈進
入二讀《2017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
案》，但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就要求調動
議程，擱置討論印花稅草案，優先處理
排在議程較後的《水務設施修訂規例》
等附屬法例。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出，議員的調動

議程要求很急，認為議員如果早點和政
府溝通，政府會再考慮，但現時議程已
經編排好，如果撤回印花稅草案，可能
會向市場發出錯誤訊息。
梁君彥在回應時表示，根據《議事規
則》，議程排序已定，不能任意更改，
故拒絕黃碧雲的要求。此時，黃的黨友
涂謹申隨即要求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的條
文，梁君彥宣佈暫停會議處理。

李慧琼批濫用程序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等建制派議員在會

議暫停期間會見記者，批評反對派議員
在本年度最後一次大會繼續濫用程序，
浪費議會時間，包括在會議期間引用
《議事規則》，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
前日要求點算出席人數的時間，就浪費
了近3小時，甚至有資深議員在無預告
下即興提出調動議程，完全罔顧《議事
規則》的規定，令會議無法順利進行，
又批評反對派議員若真的關心會議時間
緊張，就不應該濫用有關規則，他們對
此感到憤怒及遺憾。
其後，大會繼續審議《2017年印花稅

（修訂）條例草案》。民主黨議員涂謹
申提出修正案，要求容許買家向政府申
請，將豁免額外印花稅的換樓期延長至
9個月至12個月。民建聯議員周浩鼎則
提出修訂，建議直接劃一延長換樓期至
9個或12個月而毋須申請。
陳帆回應指，政府長遠會透過覓地、

造地、建屋去增加房屋供應，但目前在
供應有限下，需求管理是必須的安排。
在 2015 年底至 2016 年初，隨着「辣
招」推出，樓市短暫冷卻；但隨着供應
緊張，樓市之後再反彈，倘不及時採取
果斷措施，代價可能非常沉重，故在此
背景下去年11月4日推出今次法案的措
施。
就有議員要求放寬市民換樓退稅的

安排，陳帆明白有關建議原意是便利
用家，但可能會招致無實則意圖換樓
者或趁機持有多於一個物業者去圖
利，且政府任何放寬的舉動都會被市
場趁機炒作，視為減辣措施，因此不
適宜放寬。
陳帆發言後，公民黨議員陳淑莊要求
點算法定人數。大會其後投票，結果以
51票贊成、5票反對二讀通過有關的條
例草案。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指是次為今
屆會期最後一次會議，故不會進入全體
委員會審議階段，宣佈休會，至今年10
月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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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早前因為
其《頭條新聞》
被無綫調動播放

時間而大發雷霆，企圖向無綫施壓，結果卻
弄巧反拙，被無綫借勢提出不應再將港台節
目放在其頻道播出，而事件亦令外界關注何
以港台已經花了這麼多公帑設立了自己的電
視頻道，還要繼續「霸佔」私人電視台頻
道。
原來，主要原因是港台節目乏人問津，在
自己的頻道收視接近零，港台花了這麼多公
帑製作了大量「高質素」、有政治傾向的節

目，沒有人看怎向外界解釋？所以才要繼續
「霸佔」私人頻道，企圖利用人家的「慣性
收視」作為自己的遮醜布。反對派最喜歡批
評政府的基建項目是「大白象」，基建造價
雖高，但至少市民可以使用、社會有得益，
但港台花了這麼多錢卻只是「自娛自樂」，
一些製作人員政治掛帥，公器私用，導致大
量公帑被浪費。看來，港台才是香港政府最
大的「大白象」。
根據香港電台2017/18年度的經費預算，

港台一年的預算就高達10億元，比去年增
加了逾600萬元，港台的編制更超過700

人。一年花費10億元、有700多人的廣播機
構，製作的節目理應具質素保證，受到市民
的喜聞樂見。但結果卻是淪為雞肋，在港台
的電視頻道，大多數節目收視長期只有0.1
點至0.2點，而且每天平均長達9個小時收
視更是0，變相向空氣廣播。
不論從衡功量值以至節目質素角度看，港

台都是徹頭徹尾的「大白象」。當年亞視一
年的開支不過3億元多，其他新成立的電視
台每年的經費也不過幾億元，何以在電視頻
道中主要播放舊片「炒冷飯」的港台，竟然
要年花10億元？當中有多少冗員、多少浪

費、成本效益何在？審計署應進行調查。
本來，如果港台節目具水準，具社會效
益，成本雖高也算用得其所，但港台節目的
收視卻長期徘徊0.1點-0.2點，根本就無人
看，試問何來效益？反觀無綫電視大部分節
目都在20點以上，兩者的成本效益差距可
想而知。港台的節目應該面向大眾，而不是
孤芳自賞，更不是一小撮人宣示政見的工
具。然而，港台現在主要製作的是什麼節
目，就是如《頭條新聞》般有特定立場，整
個節目都是戲謔、諷弄、抹黑的鬧劇，又或
如《城市論壇》般論題偏頗、先入為主，主
持人傾向明顯的節目。早前港台就是因為精
心製作了一輯嘲諷回歸20周年的《頭條新
聞》，但及後因為無綫要直播習主席的重要
講話而更改時間播出，最終引發港台及反對
派人士反彈。港台為什麼這麼緊張一集節

目？這是出於節目安排還是政治考慮，當事
人相信清楚。
香港的輿論環境一直都是百花齊放，有愛

國愛港、有標誌中立、有偏向反對派，什麼
立場光譜都有，市民有大把選擇，請問特區
政府還有必要每年花費10億元來維持一個
立場偏頗的「大白象」港台嗎？當然，港台
也有一些社會民生的節目，但這些節目完全
可以外判其他電視台，不見得會比港台差，
也可節省大筆公帑，裁減大批冗員，這不是
善用公帑的應有之義嗎？如果反對派覺得新
界東北建屋、興建跨境基建、起橋鋪路都是
「大白象」。然則，對於年花10億收視近
零的港台更沒有理由坐視不理，但反對派會
對港台動手嗎？肯定不會，原因是他們臭味
相投，反對派還嫌港台每年10億元的經費
不夠呢。

港台才是香港政府最大的「大白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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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處理港台少數人以「編輯自主」掩蓋下的胡作非為

對於港台這樣的宣傳海報，無論是文
化界人士，或者是一般市民，都會看出
這是非常露骨的挑釁，是反中亂港登峰
之作。儘管有關人等以標點符號來玩弄
「文字技巧」，但遮掩不了他們反對中
央、搞亂香港的立場，掩飾不了對回歸
的仇視，對慶回歸活動的不滿。作為愛
國愛港的新聞傳媒人，我們認為這種行
為絕不能容忍，所以發表了嚴正聲明，
表達了我們堅決反對的態度。

港台宣傳海報違反新聞真實原則

城市論壇的宣傳海報標題，可以講是完
全違反了新聞真實的原則。香港回歸20
年，中央和特區政府堅守「一國兩制」，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一直無變，大家的生
活方式亦一直無變，市民享受前所未有的
自由，何來呃足20年呢？這很明顯是造
謠誣衊！作為傳媒人員，要有職業操守，
要有報格和人格。無論是行文也好、論事
也好，都要客觀公允，如實反映，豈能像
那些政棍那樣挑撥離間，製造對立、煽動
仇恨、呼籲市民不要信「一國兩制」、不
要信國家、不要信主席。

港台有此惡劣表現，不是一朝一夕，
更非僅此一次，類似例子很多了，可謂
罄竹難書。香港電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電台，港台人員
也是政府公務員，理應效忠國家、效忠
特區政府，起碼不能與反對派串通一起
反中反港。人各有志，若有人不認同這
一點，大可以辭職「劈炮」，不應如此
卑鄙地「食碗面反碗底」，受政府的俸
祿卻盡做反政府的事。
新聞工作者應該有社會責任，不應造謠
污衊，挑撥離間，製造對立和社會不和

諧，若堅持己見，不思改過，惹起公憤是
理所當然的事。我們和廣大愛國愛港同胞
一樣，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所以，大
家都強烈要求改變這種狀況，並密切跟進
事態發展。我們相信港台並非鐵板一塊，
內部正直之士還是佔大多數，興風作浪的
只是一小撮。所以我們希望港台主政者，
有壯士斷腕之心，自行割除此毒瘤、自行
撥亂反正，若再姑息養奸，讓這種情況繼
續惡化，我們一定會跟進及採取進一步行
動，包括聯合社會各界齊聲討伐。本人借
用他們的邏輯，回贈一首打油詩給港台有
關人士：「公器私用」大智慧，呃足廿
年不堪提；「編輯自主」是畫皮，黃絲
亂舞反回歸。

絕不能在「編輯自主」名義下顛倒黑白
來訪的電台記者曾問我，要求港台總

編輯或主管港台的特區政府當局解釋，
並對那些有意惡作的製作人加以紀律懲
處，會否影響港台的「編輯自主」。對

此，本人回應說：編輯自主本身沒有
錯，編輯有編輯的職權。但是，大前提
是必須符合專業操守，尊重客觀事實，
要做到客觀公正。本人的打油詩也指
出，港台少數人口中的所謂「編輯自
主」，其實就是一幅畫皮，難道一句
「編輯自主」就可以胡作非為、顛倒黑
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

埃」。廣大愛國愛港人士對港台少數人
的行為提出強烈的批評，我們今後將採
取怎樣的行動，主要視乎港台的態度。
我們希望港台能自行改正，能夠有所覺
悟，停止這種違反新聞操守的做法。也
期待特區政府主管港台的人士採取相應
的措施，制止這種不良行為。若情況繼
續惡化，我們將會採取進一步行動。
（本文是根據「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

誼會」所發出的相關聲明以及本人在7
月11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電
話訪問的主要內容綜合而成）

香港隆重慶祝回歸20周年以及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港視察之際，香港電台在其「城市論壇」節目的

宣傳海報上，竟然用「『一國兩制』大智慧，呃足廿年不堪提；主席贈言信國家，黑布紫荊慶回歸」

的大標題，攻擊「一國兩制」，抹黑香港回歸。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近日發表嚴正聲明，斥其混

淆黑白、反中亂港。本人在7月11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電話訪問時，指出這是不能容忍的

行為，呼籲特區政府主管香港電台的有關部門，對港台少數人這些打着「編輯自主」而胡作非為的行

為，絕不能聽之任之，必須作出嚴肅處理。

張雲楓「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創會會長

「一國兩制」貫徹落實
外交部：英對港已無「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近日有關

《中英聯合聲明》的討論，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
發言人耿爽在昨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1984
年中英簽署的《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解決
了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香港回歸20年來，中國
政府依照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香港實
行管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方針得到了切實的貫徹落實。香港保持繁榮穩定，
經濟平穩發展，民主政治依法穩步推進，各項事業
不斷邁向新的台階，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1997
年7月1日以後，香港的事務屬於中國內政，外國
無權干預，英國對香港所稱的所謂「責任」是不存
在的。

擬縮短質詢通知期
議員多反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上任後提出建議，增加自己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次
數，具體涉及縮短議員口頭質詢的通知期，希望議
員提問更「貼地」，而建議採取的「短問短答」方
式，即縮短議員的質詢時間。立法會秘書處此前就
有關建議諮詢全體議員意見。
據悉，大部分議員均反對縮短通知期的意見，理

由為提問時間太短，將影響議員撰寫提問的質素，
並加重公務員的壓力。
就有關縮短議員提出口頭質詢的通知期等建議，

均涉及《議事規則》的修改，立法會秘書處遂諮詢
全體立法會議員的意見，包括縮短提出口頭質詢通
知期，由目前的7天縮短至3天時間，及縮短議員
的質詢時間等。
有關諮詢限期今日截止，大部分建制派議員不支

持縮短質詢的通知期。他們認為，倘將通知期縮
短，變相令撰寫提問的時間大幅縮減，影響問題質
素，令議員無法發揮。
他們並認為，官員須準備充足資料回應，也會加

重公務員的壓力，實際上不可行，倘「玩即興」即
場回應，情況也不理想。有關議員則反對縮短每條
提問的時間，認為倘時間太短，或會連問題也未能
完整提出，故普遍要求維持每條問題質詢時間為22
分鐘。

「Sorry Law」過關 道歉可免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下午
以46票贊成、2票反對、0票棄權通過《道歉條例
草案》，根據條例規定，某人的道歉並不構成承認
道歉者的過失或法律責任，而在裁斷過失、法律責
任或任何其他爭議事項時，亦不得將道歉列為不利
於道歉者的考慮因素。同時，保險保障等亦不能因
道歉而失效或受到影響；同時草案將給予法庭酌情
權，裁定能否引用道歉中的事實陳述作為證據。

昨日是立法會
休會前最後一次
立法會大會。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前日率先請記者食壽
司，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民建聯多位議
員，經民聯議員梁美芬等相繼請立法會
記者食蛋撻、西餅及水果。
張建宗近日頻頻現身立法會。在昨日
立法會審議《2017印花稅（修訂）條例
草案》期間，他帶同4名政府實習生並
捧着6盒蛋撻，表示要在休會前慰勞一
下記者︰「新聞界朋友真係辛苦你們，
你們真是任勞任怨、全天候服務。」他
更不斷叮囑記者︰「趁熱食蛋撻。」
民建聯12名立法會議員，昨日上午

也請記者食西餅。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

示，「知道記者工作辛苦，加上今年會
議時間又多又長」，又笑言「見記者多
過見屋企人」，期望10月復會後，立
法會不會再出現拉布，開會更順暢。
梁美芬則請記者食生果。她是次專

程在油麻地果欄精選了時令水果，包括
差不多10元一粒的日本提子和美國車
厘子，讓記者補充維他命C，以免捱
病，順道支持本土經濟。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與議員容海

恩，則在前日邀請記者齊食壽司盤。葉
太表示，記者過去一年都很辛苦，在應
付冗長會議的同時，還要「貼身採訪」
特首選舉。暑假將至，她特以壽司慰勞
大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今屆會期最終章 司長議員請食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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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司長捧着蛋撻。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李慧琼等民建聯議員準備了豐富的食物慰勞記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