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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港人識「我是誰」

民建聯將會在全國「兩會」提出31項倡
議，其中一項為向港人發放內地身份

證明。陳勇認為，此舉除了便利港人在內
地生活外，當中蘊含的意義更為重要：
「始終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如果畀香港人
攞同一張，有利佢哋人心回歸，不過點解
香港身份證竟然無『中華人民共和國』字
樣？」

指特區行政當局欠國家意識
說到特區行政當局於國家意識的不足，陳
勇自然提到與「兩會」撞期的「3．11」立
法會補選。日期早已定下，但他猶有餘
「㷫」：「『兩會』唔係石頭爆出嚟，日期
年年固定喺3月，點解佢哋（官員）心入面
無『兩會』？仲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係唯一
一個局有『內地』兩隻字，點會唔知有呢個
日子？」
他又強調全國「兩會」十分重要，決定國

家未來一年的政策，今年更正值5年一次的
換屆，人大代表需要投票選出國家領導
人，「美國地方選舉會唔會同總統選舉撞
期？美國有關官員會唔會將投票日擺喺7月
4日（美國國慶）？」
是否國情及身份認同方面的教育做得不

夠？陳勇認為，這在回歸前「仲有啲理
由」，因英國人實行殖民管治時，總會切斷
當地歷史脈絡、淡化當地人的身份認同，令
他們失去歸屬感，有利英國人管治。「但問
題係香港已經回歸，如果香港人仲係唔認識
國家歷史、文化，就等如唔知自己父母姓
乜，唔知佢哋當年點樣眠乾睡濕湊大仔女，
等如忘本。如果連『我是誰』呢個最基本問
題都未搞得掂，人生又點樣行落去？」
他認同歷史教育可成為增進學生對國家認

同的起點，強調只有客觀、全面、真實地了
解國家歷史，包括5,000年當中的曲折，才
可以史為鑑，協助國家發展及改進，但學生

如果連了解都不願意就無從說起，「尤其香
港有啲人覺得凡係唱好國家嘅就係『洗
腦』。」
所以陳勇嘗試從共同點着手。過去5年出

任人代期間，他大力推動在香港設立抗戰歷
史紀念館，還原3年8個月淪陷歲月的抗戰
史實，「先唔叫學生了解大中華地區點樣抗
戰，先了解香港發生過乜事，呢段日子就連
（激進）『本土派』都無得否認，加上當時
英國、美國、蘇聯都有參與呢場反法西斯戰
爭，其實係全世界嘅共同回憶，爭議性少好
多。」

嘆海防博物館擺設似為日軍張目
可是，民建聯至今仍未能成功爭取。陳

勇指，特區政府曾提出「反建議」，在海
防博物館劃出一部分作為「抗戰廳」。甫
提到海防博物館，又再勾起他對當局的不
滿：「份日軍安民通告成道門咁大，擺喺
間房最中間位置，通告寫嘅係日軍點好點
好，隔籬件日軍軍服又擺到無比咁威武，
英軍同游擊隊展品完全比下去，好似話畀
人知『我哋日軍咁英明神武，入侵你香港
咪算抵囉』，為軍國主義張目，完全不可
接受！」
「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縱使港人被

指有「政治潔癖」，但陳勇仍希望港人多讀
國史，尤其讀不被歪曲的歷史，方能解答
「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
去」這三道人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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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祖國已邁向第二十一年，然而不少意見認為

促進「人心回歸」仍需努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

聯副主席陳勇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慨嘆，香港回歸至今，未能有效

促進港人尤其青年學生對國家的認同，致使他們對國情未有充分了解，甚

至行政當局也每每出現國家意識不足的情況，立法會補選投票日與全國

「兩會」撞期便是一例。他提出由認識歷史出發，包括成立抗戰紀念館，

從而讓港人認識國家、認識自己「我是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不少政界人
士都「百足咁多
爪」，陳勇也不

例外。他除了是民建聯副主席，也是
新社聯理事長；除了於政界打滾，也
是註冊社工，更曾當過監製，參與製
作唱好「一帶一路」的歌曲；除了自
己落場選人代，也多次協助他人選特
首、選立法會議員，試過與保安組成
人鏈護送當時仍是候選人的林鄭月
娥。
前年立法會新界東「2．28」補
選，他協助周浩鼎初試啼聲；去年特
首選舉，他加入了林鄭月娥的競選
辦，出謀劃策外也落手落腳；今年
「3．11」補選，也少不了他的份
兒。難怪他笑言：「我已經3年無放
過農曆新年假。」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傳統智

慧準沒錯，在陳勇競選人代的刊物封
面上，就出現范徐麗泰、梁愛詩、譚
惠珠、譚耀宗、李慧琼、張學明等重
量級人物的頭像，最後他也以第八名
衝線，名次及得票都大躍進。

感謝眾多「香港之寶」支持
他感謝眾多「香港之寶」的支持，

謙稱他們的經驗「我連零頭都未達
到」，未來5年會加倍努力，以不辜
負眾人的期望。
見微知著。訪問中的一個安排，或

許解釋到為何他可在民建聯中，由職
員一路提升至副主席：在記者進入新
社聯總部會議室時，桌上已整齊排列
一大堆資料，包括他的人代競選刊
物、每年工作報告、訪問剪報、專欄
結集，以及他監製的「一帶一路」歌
曲CD。除了準備充足的資料，其謙
虛、幽默也一一奉送：「畀你檢閱㗎
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百足咁多爪」
3年無放新春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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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要解決香港房
屋問題，除了加建公營房屋、幫助市民上車，過
渡性房屋亦是選項之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
下午就到訪政府和社會企業「要有光」的合作項
目「深井光屋」，與數十名「光屋」住客一起吃
開年飯，共慶新春，期望大家可藉此項目，找到
人生的目標。
林鄭月娥昨日穿着一身便服，在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要有光」主席李律仁、「要有光」創
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和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
及行政總裁魏華星陪同下到訪「光屋」，與一眾
「光屋」街坊在他們平日經常舉行聚會的天台吃火
鍋，更即場收割居民在天台農圃自家種植的生菜，
主持「撈起」儀式，氣氛樂也融融。

盼大家找到人生目標
林鄭月娥在簡單致辭時表示，自己已是第三次來

到「光屋」，見到「光屋」的成長和變化，「看到
大家今日開開心心一起開年，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
安慰，希望大家可藉『光屋』的項目，找到人生目
標。」
她欣悉不少居民在「光屋」居住期間家庭情況逐

步改善，加上專業的輔導和鼓勵，成功重新起步，
為自己和子女的未來奮鬥。
她又祝大家新一年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家庭幸

福快樂，「小朋友快高長大，讀書不用太緊張。」
另外，她感謝「要有光」的不斷努力，自2012年
9月起推出首間「光房」後，至今提供了超過100個
住宅單位，惠及約200多個家庭合共逾600名成員。

增「過渡性住屋」供應
她亦感謝民間和商界積極參與，向弱勢社群伸出援手。她說

特區政府會繼續協助和促成各項由民間主導和推行的短期措
施，增加「過渡性住屋」供應，匯聚社會各界力量和資源，協
助紓緩基層住屋的問題。
「深井光屋」前身屬工廠員工宿舍的閒置政府物業，是首個

政府和社會企業「要有光」的合作項目。
「要有光」得到商界捐款，將大樓翻新成40多個租住房

屋，以低於市價的可負擔租金租予有住屋困難的基層家庭，租
期最多3年。
入住家庭獲得安穩居所之餘，「要有光」亦提供多元化支援

和輔導，鼓勵居民互助自助，在租約期滿後自力更生。
這個理念和林鄭月娥在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發展「過渡性住

屋」，以紓緩輪候公屋家庭和其他居住環境惡劣人士生活困難
的做法類近。事實上，「深井光屋」正是林鄭月娥就任政務司
司長時促成的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理
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被踢爆在無諮
詢、無記錄的情況下，去年底擅自動
用1,500萬元購買保單，近日再被揭
出更多疑點。由理大前學生會長黃澤
鏗聯同校外政治人物組成的組織「理
事亭」前晚在 facebook 專頁再次爆
料，指學生會購買巨額保單時曾聲稱
擁有3,000萬元流動資金，惟本月學
生會發出之電郵中卻稱僅有1,400萬
元資金，質疑有人為通過投保要求而
誇大資產。
理大學生會評議會在去年底購買了
一份1,500萬元的巨額保單，事前沒
諮詢同學意見，更甚者是以休會討論
形式進行，沒有留下任何記錄；至最
近評議會再於會議議程加入一項「處

理及通過2018儲備基金議案」，打算
通過再投入850萬元購買信託基金，
被「理事亭」揭發公諸於世。
「理事亭」前晚再在fb專頁發文，指

出學生會在短短3個月內，三度報出不
一樣的流動資金數額。其中在去年11
月8日購買1,500萬保單時，聲稱學生
會擁有3,000萬流動資金；本月14日，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轉述評議會主席
葉松青說詞，稱學生會擁有2,700萬資
產；及至本月22日，學生會發出群發
電郵，稱學生會擁有1,400萬元資金。
「理事亭」進一步指，考慮到另外
有600萬元為已供的保險費，即原先
有2,000萬元資金，與3個月前聲稱的
3,000萬元資金足足相差1,000萬元。
「理事亭」指上述1,000萬在3個月

內「離奇蒸發」，質疑學生會
「擘大眼講大話」，涉嫌為購買
巨額保單及為自身「洗白」多次
誇大學生會資金，砌詞狡辯、迴
避責任，並質問對方如何履行學
生會責任。
據了解，購買同類保險時需通

過相關風險評估，現金流量須較
保費總額高一倍，以確保客戶有
能力供款，若證實蓄意虛報資產
數額，或涉刑事罪行。
眼見學生會活躍分子互揭黑幕

「鬼打鬼」，一眾網民「食住花
生」等看事態發展。
網民「discuss.woddboy」諷刺道：

「班細路成日話要真普選，咁買投
資保險有無選過呢」，另有網民批

評學生會腐敗不堪。
「張維倫」更形容涉事者心態是

「整個學生會，都是我的小金庫」；
另有網民則強調事件嚴重，務必徹查
並作出交代。

■「理事亭」質疑學生會涉嫌為購買巨額
保單及為自身洗白多次誇大學生會資金。

「理事亭」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
黨除了要在立法會為市民發聲、推動
香港發展，在地區深耕服務亦非常重
要。民建聯昨日就舉辦了「南區支部
新春嘉年華」，感謝市民支持，與民
同樂之餘，該黨主席李慧琼亦承諾，
未來會繼續發展地區事務，服務市民
的範圍會愈來愈深及廣。她昨日又談
到財政預算案表示，今年特區政府擁
有龐大盈餘，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採取
適當的措施，在還富於民和投資未來
作出平衡，提出一份顧及各界需要的
「貼地」預算案。
李慧琼出席「民建聯南區支部新春
嘉年華」致詞時表示，過去多年，民
建聯奉守「地區事務深耕細作」的原
則，開設了200多個地區辦事處，不
斷積極推動社區發展，就以南區為
例，隨着南區地區支部注入年輕黨員
後，地區服務及發展愈來愈壯大，服

務市民的範圍愈來愈深及廣，並承諾
未來會繼續發展地區事務。

張國鈞：南區支部「年輕化」
出席同一場合的民建聯副主席、行

政會議成員張國鈞亦指出，民建聯服
務南區已有很久的歷史，現南區支部
「年輕化」，舉辦很多具活力的活
動，就以今次農曆新年的喜慶節目為
例，希望能藉此讓街坊感受到節日的
氣氛，達到「與民同樂、心繫南區事
務」的承諾。他又說，未來華富邨重
建及地鐵延線等問題，亦會列為重點
關注的項目。
李慧琼昨日在活動後，被問及對即將

發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時表示，
「『派錢』我相信是一個不少市民覺得簡
單、可以自己自主方法。更重要的是希望
政府可以針對性，處理長期核心問題，如
房屋、基層醫療。」

李慧琼建議，面對逾千億元的盈
餘，可以把「一半盈餘投資未來建
設，另一半的盈餘即還富於民」，藉
以紓緩市民的生活壓力。
在解決燃眉之急方面，她指出可以

退稅給基層市民，退款額由兩萬元增
至4萬元，降低領取長者生果金的年
齡，為N無人士提供租金津貼，擴寬
稅階等。
至於投資未來方面，李慧琼提出，

應從增加土地建屋，讓年輕人有上樓
機會，及改善基層醫療配套安排，
「沒有人想在急症室苦候」，及提供
長者醫療津貼，讓長者可以到私家診
所求醫，減少輪候時間。
李慧琼強調，當局在提供「還富於
民」的措施時，必須顧及不同階層市
民的真正需要，讓每名市民均可分享
社會富裕的成果，這才不枉擁有逾千
億元盈餘的優勢。

■■陳勇慨嘆陳勇慨嘆，，香港香港
回歸至今回歸至今，，未能有未能有
效促進港人尤其青效促進港人尤其青
年學生對國家的認年學生對國家的認
同同。。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朱朗文記者朱朗文 攝攝

■林鄭月娥、羅致光、李律仁、余偉業、魏華星與「光屋」住
客合照。

民記籲放寬置業按揭住址限制
民建聯多名全
國人大代表和全
國政協委員將於

今年3月出席兩會期間，就多項推動
兩地合作與國家發展的議題提出31個
建議和提案。民建聯將會從今日開
始，以系列方式向公眾介紹這些建議
和提案的具體內容。本文將會講一下
放寬置業按揭及住址限制的建議。
置業安居是許多人的夢想。隨着經
濟和社會不斷發展，內地的居住環境
和生活水準都不斷得到改善，也吸引

了許多香港人北上置業安居。據香港
統計處的統計，香港目前約有52萬人
長期居於廣東省，對於貸款購買房產
有着極大的需求。
根據人民銀行《個人住房貸款管理

辦法》，個人住房貸款的借款人必須
在中國「具有城鎮常住戶口或有效居
留身份」。香港同胞憑藉回鄉卡，在
內地具有居留權利，理應享有同等的
房貸待遇。但由於兩地制度的不同，
現時部分港人在內地置業申請按揭
時，雖然並無國家明文規定限制，但

往往遇到困難。與內地居民相比，要
不就是太多限制，要不就是按揭成數
較低，以致增加了港人在內地置業的
難度。也有部分香港人因在內地申請
房貸不順利，決定延遲甚至取消在內
地安居的計劃。
另外，由於在內地置業有限制，以

致於在申請內地的商務及公共服務
時，也出現問題。因為按現時做法，
在開設銀行戶口、考車牌等，大多需
要申請人提供內地住址證明。對於沒
有內地住址，但又希望在內地活動的
香港居民來說，這個安排就造成了許
多不便。

籲內地承造房貸享國民待遇

就此，民建聯在兩會上提出了兩項
建議，第一項是請中央研究放寬置業
按揭限制，明確規定港人在內地承造
房貸時能與內地居民一樣享受國民待
遇，不允許金融機構無理地為港人添
加房貸限制。
另外一項建議是，請有關部門統一

法規，放寬在辦理商務及公共服務
時，需要讓香港人提供內地住址證明
的限制，並可參照特區政府認可的法
定信函、文件、單據，以證明在港的
確實住址即可。
這兩項改革若能落實，相信定可方

便和吸引更多香港人到內地工作及生
活，有效促進兩地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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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南區支部新春嘉年華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