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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過

去一年立法會火花四濺，但在新春

佳節，一眾議員也暫時「收火」，

與政府官員把酒言歡。立法會昨日

舉行一年一度新春午宴，特首林鄭

月娥更率領一眾司局長捧場，往年

「杯葛」午宴的反對派昨日亦有5人

出席。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致辭時讚

揚林鄭月娥上任特首以來，改善了

行政與立法之間的關係，他更引用

狗的「八德」，希望官員及議員在

不同的崗位上加以發揮，不是只識

「汪汪」。

立會新春宴樂融融
君彥「八德」贈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上午在行政長官辦公室與廣東省中山市委
書記陳旭東會面。林鄭月娥歡迎陳旭東就任中山
市委書記後首次訪港，並表示香港與中山市地緣
相近、人緣相親、語言相通，期望隨着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助香港和中山在多個領域進一步深化
合作，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林鄭月娥表示，一直以來，兩地在經貿、投資

和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和交流都非常密切和頻繁。
隨着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等基建陸續
落成，香港來往中山的時間將大幅縮短，進一步
拉近兩地的距離。
她表示，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澳門特區政

府，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共同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香港與中山同
為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城市，均十分期待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帶來的新機遇。她深信，粵港澳大灣區
的發展將促進區內城市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
和信息流，有利香港和中山深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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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港島四區支部日前舉行新春
酒會。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致辭時，
提到即將公佈的新年度財政預算
案，強調身體健康才是每個人最大
的財富，促請特區政府增加長者醫
療券限額並降低年齡限制，長遠也
應投放更多資源興建、重建或擴建
醫院。
李慧琼表示，今年庫房「大水
浸」，特區政府如何善用大筆盈餘
紓解民困、規劃未來，是一個重要
課題，強調民建聯作為立法會最大
黨，非常緊張新年度財政預算案，
故最近再提出數十項紓困建議，希
望特區政府讓香港各階層市民分享
經濟成果。
她提到當日有關醫療的建議，希
望特區政府向每名長者的醫療券額
外注資3,000元，並降低受惠年齡
至60歲；向每名香港兒童發放每
年2,000元兒童醫療券；及向40歲
以上永久居民派發1,000元體檢券
等。她又認為，特區政府長遠應投
放更多資源興建、重建或擴建醫

院，改善醫療服務質素，為香港市
民的健康投資，強調這絕對值得，
因為身體健康才是每個人最大的財
富。
她強調，民建聯會努力促請政府

做好預算案，讓大家在狗年有一個
好的新開始。
民建聯港島區立法會議員張國鈞

當日就身穿應節的長衫馬褂亮相。
他笑言，近日社會焦點被政府官員
搶去，感到心有不甘，故換上這身
打扮，希望「重奪社會焦點」。
民建聯會務顧問、立法會前主席

曾鈺成就笑言自己叫「阿成」，故
祝賀大家新一年心想事成。他指
出，改善民生除了靠特區政府資
源，每個人的努力也非常寶貴，如
果有各方努力和充足資源雙管齊
下，好事就一定成。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部長吳仰偉，

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教
育局局長楊潤雄、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陳肇始，及多名副局長、政治助
理出席。

李慧琼促增醫券限額降年齡限制

■林鄭月娥(右)與中山市委書記陳旭東會面。

理大學生會「投保門」
學生報疑有人助隱瞞

黃偉國不獲續約
屈浸大「政治打壓」

梁君彥昨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宴會廳設新春午宴，宴請行

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政府高級
官員和全體立法會議員等，逾百名
嘉賓和議員歡聚一堂。5名出席的
反對派議員，分別為民主黨涂謹申
和黃碧雲、公民黨議員郭榮鏗、社
福界議員邵家臻、教育界議員葉建
源。

讚林鄭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梁君彥致辭時首先祝願香港特區

於狗年繁榮進步、政通人和，並希
望行政立法關係繼續改善。他亦提
到今年為狗年，而狗有「忠、義、
勇、猛、勤、善、美、勞」8種美
德，「唔係吠得」，故祝願各嘉賓
和議員在不同崗位發揮「八德」，

服務社群，為市民謀福祉。
他認為，林鄭月娥上任後，行政

與立法關係確有改善，「唔單止同
我哋（議員）WhatsApp，仲會每
個月嚟我哋個答問大會」，及邀請
議員出席明日的雞尾酒會。他希望
對方未來能持續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
午宴也是政府高官和議員交流的

好機會。黃碧雲於午宴後表示，席
間曾與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及保安局
局長李家超討論「一地兩檢」事
宜，她就引述鄭若驊回應，重申
「一地兩檢」無礙「一國兩制」的
立場，亦不會打開香港基本法的缺
口，特區政府會為基本法把關。李
家超則指深圳灣口岸過關方便，反
問黃碧雲有沒有去過，黃碧雲稱自

己沒有去過，建議當局於今年4月
安排議員參觀大灣區時，從深圳灣
回港，順便考察。
被安排入座主家席、與林鄭月娥

同枱的葉建源，於午宴後聲稱，
有機會與林鄭月娥討論教育政
策，又提到林鄭月娥暗示在周三
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內會有相關的
內容。葉建源又提到，席間林鄭
月娥較少談及一些敏感議題，只
集中談經濟例如啟德碼頭及科技
經濟等話題。
除了議員享用豐富午餐之外，按

照過往的慣例，主席梁君彥亦相當
「識做」，特意買了燒豬「慰勞」
記者「醫肚」，更有專人負責「分
豬肉」，保證個個在場記者都有份
享用。

■梁君彥（左）及林鄭月娥。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設新春午宴，場面熱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大學教授在教學及研究兩
方面均要達到良好水平，若能力不足不獲晉升以至解約亦屬
平常。在2016年因「學術研究較弱」而被校方發「最後續
任」通知的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系助理教授黃偉國，昨
日透過facebook公開信件，顯示校方不接納其職位改為高級
講師並以三年期合約重新委任的建議，將於本年8月31日約
滿後離職。
黃偉國在2016年曾接獲校方信件，信中指其評估報告中，教

學和服務都很好，但「在研究上很弱」，只獲續約一年，其後會
再檢視情況，考慮是否續約。黃當時不願接受校方說法，稱是
與自己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有關，揚言是衝着其工會主席身份，
及在課堂上談及「雨傘運動」而被「政治打壓」云云。至昨日
黃再在facebook公開新信件，顯示社會科學院小組已檢視其個
案，決定不予續約，感謝他過往為校方所作之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理大學生會與卸任「老
鬼」互爆陰私鬧劇持續，由前學生會會長黃澤鏗聯同校外政
治人物組成的組織「理事亭」，早前揭發理大學生會評議會
在無諮詢、無記錄情況下，去年底擅自動用1,500萬元購買
保單，更疑涉嫌「報大數」誇大資產以通過投保要求。至昨
日又再乘勢狙擊，指出決定投保的「基金運用委員會」中有
學生報成員，質疑有人知情不報，協助隱瞞事件。
在巨額保單事件揭發後，理大學生報曾刊登學生會評議
會主席葉松青專訪，反駁指「理事亭」的指控不實而且「神
奇」，又點名提到黃澤鏗在任時已曾就投資作討論，對方更
沒有表明反對。葉並在專訪強調是次保單及基金屬低風險投
資，程序亦經過理大學生會評議會會議討論及決議，合乎會
章，否認是次投資涉及任何利益輸送。黃澤鏗當日已即時留
言反擊，批評學生報有預設立場，要幫評議會「洗白」。
「理事亭」昨日進一步在fb專頁發佈帖文，表示在學生
會人員提供的「基金運用委員會」之職權範圍條文內，其中
一條寫明委員會中包括學生報成員，批評學生報不但未有在
委員會作決定前報道學生會巨額資金變動的意向，更在事件
爆出後試圖為評議會及臨時行政委員會「洗白」，置會員知
情權於不顧，淪為臨委會的喉舌。

■民建聯港島
四區支部舉行
新春酒會，賓
主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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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晤柬文藝部長
商加強文化連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
日於柬埔寨金邊與柬埔寨文化
藝術部部長Phoeurng Sackona
會面，探討加強雙方文化連
繫。此外，劉江華參觀了當地
的文化設施，並與旅居當地的
香港人聚會。
香港與柬埔寨一直在文化藝

術領域有所交流，多年來，柬
埔寨文化藝術部均有代表來港
出席民政事務局舉辦的亞洲文
化合作論壇。
去年，柬埔寨皇家宮廷舞團
來港演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大獲好評。
劉江華今日早上會轉赴泰國

曼谷，與泰國文化部部長會

面，雙方會簽署文化合作諒解
備忘錄。他亦會與泰國旅遊及
體育部官員會面，參觀文化體
育設施及欣賞香港年輕音樂家
在當地演出。

■劉江華（左）與Phoeurng
Sackona會面。

民記倡撤港人北上就業限制
隨着內地的經濟
不斷發展，吸引了
許多香港人到內地

找尋發展機會。不過，目前香港人在內
地工作，受到《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
地就業管理規定》所規限，須遵守就業
許可制度。《規定》在1994年公佈，最
早的版本設下多個就業限制，例如第九
點規定，在招聘港澳台員工之前，必
須：「有勞動部門所屬職業介紹機構開
具的，在轄區內招聘不到所需人員的證
明，或在勞動部門指導下進行公開招聘
三周以上，仍招聘不到所需人員。」這
個規定大大壓縮了香港居民在內地的求
職空間。
隨着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以及國家對

外開放的程度越來越大，《規定》已進行
過多次修訂，不少限制已逐步取消，為港
澳台人士提供了不少便利。不過，現行版
本仍存在限制。香港人若要在內地申請工

作，不但要符合一定條件，而且要申請辦
理就業證明，不但限制較大，而且手續較
為繁複，需時較長，以致用人單位常因手
續較為複雜而放棄聘請香港人，以免增加
行政成本。這對工作經驗較淺，但又有志
於內地發展事業的香港年輕人來說，是個
頗大的就業障礙。
事實上，不少地區如珠海市等已經推
出措施，簡化申請手續，以便利港澳台人
士在內地就業。但總體而言，申請人仍需
辦理比內地求職者繁瑣的手續。
就此，民建聯在兩會上提出了建議，

請中央政府研究毋須香港人受就業許可制
度限制，香港人可毋須領取就業證，便能
如內地居民般自由選擇職業。這樣可以增
加香港人的就業選擇，亦可避免令企業因
手續繁複而拒絕招聘香港人。若短時間內
無法取消有關制度，有關部門可研究過渡
性措施，進一步大幅簡化申請流程，以免
企業因手續繁雜而減少聘請港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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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已是正月十一，但一
眾立法會議員仍然「忙個不停」，導致狗年首次民政事務委
員會會議因出席人數不足，最終流會收場。其中，民主黨議
員鄺俊宇及尹兆堅竟然仍在海外旅行，把出席會議或履行立
法會議員的職責拋諸腦後。

僅得7議員出席 不足法定人數
昨日的民政事務委員會原定的議程，包括討論選定和提

升合適的體育設施作為競賽場地，及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
發展計劃等，惟甫開會隨即「流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有
24名委員，法定開會人數為8人。昨日早上卻只有7名議員
在場，包括主席馬逢國、副主席容海恩、委員姚思榮、張超
雄、陳志全、朱凱廸和陳淑莊，距離法定人數尚欠1人，最
終釀成流會。
委員會副主席容海恩事後表示，政府已有體育館選址，

流會對首項議程的影響不大，但對討論開放學校體育設施的
議程，就有較大的影響，因有關建議可以推動本地的體育發
展，實屬一件好事，理應盡快落實。因此，她建議委員會加
開會議，繼續商討今次會議的議題。
17名缺席會議的議員來自不同政黨或為獨立議員，據

悉，民建聯議員梁志祥、周浩鼎及獨立議員何君堯需要出席
地區活動，其中周浩鼎正跟進東涌長者設施；金融服務界張
華峰就指昨日早上與證券業行家討論重要事宜；另外，吳永
嘉及教育界議員葉建源據悉生病。
最離譜的是民主黨鄺俊宇及尹兆堅，昨日仍在海外旅行

中，把出席會議的職責拋諸腦後。

■新春酒會上
眾 嘉 賓 切 燒
豬。 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