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永臣）本年初的冬季流
感高峰期，令多間公立醫
院的病房「逼爆」。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政府已計劃增加兩間醫學
院的學生人數，增加護理
培訓。短期內，政府希望

引入海外醫生或護理人員，但恐怕會在社會
引起爭議。
勞聯立法會議員潘兆平昨日在答問大會上
表示，夏季流感高峰期多數在七、八月出

現，擔心屆時會出現病房「逼爆」的問題。
目前，公立醫院人員的流失率非常高，甚至
出現負增長現象，例如有聯網聘請210人，但
離職243人。
他並引述工會人員表示，一些支援職系員

工，如病人服務助理的待遇長期被忽視，令流
失率持續偏高，擔心影響病人，希望政府責成
醫管局全面檢討前線員工的編制和待遇薪酬，
以挽留人手及吸引新人入行。

擬增招學護 聽支援職系訴求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表示，她完全明白公立醫

院所承受的巨大壓力。政府在短期已即時投入
額外資源，而在中長期則要處理醫療系統失衡
以及人手問題。
她表示，政府已計劃增加兩間醫學院的學生

人數，增加護理培訓，但距離見效成果仍有一
段時間，而政府仍會繼續努力。
她說，短期希望引入海外醫生或護理人員，
但明言恐怕會在社會引起爭議。
就有工會正計劃發動工業行動，以抗議醫管

局管理層一直未有回應支援職系員工的問題，
林鄭月娥表示會責成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跟進，希望通過會面達成良好溝通。

特首：行政立法關係已改善
立會通過法案倍增 工程預算達17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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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並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強
調「志同道合是夥伴，求同存異

也是夥伴」，希望在未來日子透過溝
通，增加互信，釋除疑慮，尊重彼此立
場，為社會做實事。

10個月出席立會12次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
會的開場發言中表示，她連同昨日已是
2017/18年度第十二次出席立法會會
議，而增加出席立法會既是正面回應立
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建議，也符合她
的管治新風格。
她續說，自己曾多次公開表示喜歡出

席立法會會議，認為議員的問題可令她
更好地掌握社會脈搏，並希望能透過良
好互動、溝通與立法會建立合作基礎，
從香港利益出發，做到「議而有決，決
而有行」。
在今個會期，立法會通過的法案比上

個會期增加逾倍，獲通過的總工程預算
金額有望達至1,700億元。
林鄭月娥形容︰「（這）或多或少反

映行政立法關係有所改善，但更實際的
是議員很努力地加開會議。」
她續說，按政府統計，財務委員會

及其轄下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和人事編
制小組委員會，自今年3月底起所加開

會議的總時數接近100小時。
對此，她感謝立法會全體人員，

「特別是主席和各個委員會的主席，
立法會秘書處和立法會法律事務部各
位同事的努力。」

親自跟進過百個提問
林鄭月娥又表示，自己每次出席會議

前的準備工夫其實不多，因為難以捉摸
議員會提出什麼問題，但有認真對待跟
進工作。在過去十一次出席的會議上，
回答過百條問題時所承諾的跟進項目，
都有一個項目進度報告，並會親自審閱。
她以早前多名議員問及有關香港居民

在粵港澳大灣區的便利措施為例，指自
己一直努力跟進，會考慮與粵澳，以至
中央政府商量相關措施。
她重申，特區政府會落實對議員的承

諾，明言「絕不走數」。
林鄭月娥在總結時，引用了習近平

2014年11月9日，在APEC工商領導人
峰會開幕式發表的主旨演講中，談到要
共同建設互信、包容、合作、共贏的亞
太夥伴關係時的一句話「志同道
合是夥伴，求同存異也是
夥伴」，並希望日後能與
立法會深入溝通，增加互
信，一同為社會做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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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行政長官答問大會開
始前發生了一段小插曲：林
鄭月娥在進入會議廳前，有

保安為她開路，部分議員被暫
時攔住。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對
此相當不滿，並即場質問保安
人員為何要特首先行，其後更
發新聞稿「隆重其事」。建制
派議員何君堯見涂謹申面對
「Ladies first（淑女先行）」
的一般禮儀如此鼓譟，藉此問
特區政府在令香港成為禮貌的
世界都市上有何對策。
涂謹申在新聞稿中稱，他當

時在立法會大樓一樓步出升降
機，準備前往會議廳出席答問
大會，看到有其他議員包括建
制派議員謝偉俊等被立法會保
安攔住。他問保安人員發生何

事，保安只回應「唔行得」，但沒有交代任何
理由，故他繼續前行，保安亦沒有阻攔。
他續稱，「相信」有關前線保安阻攔議員，

可能是要讓「特首可以自己
一個人行晒成條路」，但當
時他既見不到特首，也沒有
人告訴他發生什麼事為何不
准前行，而作為立法會議員
前往開會是職責所在，憲制
上保安人員無權阻止，又質
疑是否有命令要確保林鄭月
娥在立法會三尺以內不得有
人接近。「林鄭是摩西嗎？
議員是洪水？她通過議員都
要讓路？」
立法會秘書處在回應傳媒

查詢時表示︰「按照一貫的
禮遇安排，特首到立法會出
席會議或活動時，秘書處會

安排保安人員確保通道暢通無阻。」

何君堯：紳士要讓淑女先行
在答問大會開始後，何君堯在提問時表示，

他原本打算問有關放寬村屋太陽能限制的事
宜，但發現涂謹申氣沖沖和保安理論的表現，
「先不論你是否行政長官、官階高低的問題，
作為紳士都應該要讓淑女先行，對吧？Ladies
first。所以令我想起最重要的是現在的禮貌問
題。」
他批評，近期社會上出現了很多歪理，如天

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2016至
17年度學生會主席湯錦婷，在開學禮致辭時稱
要「學習做一個不夠體面的人」，有議員（公
民黨黨魁楊岳橋）說坐牢可以令人生添精彩，
並問特首是否責成教育局在德育教育方面要
「特別要加重，令我們香港可以成為一個亞洲
禮貌的世界都市？」
林鄭月娥表示，她的教育理念是全人教育，

要培養下一代成為有社會承擔、有責任感，
德、智、體、群、美兼備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永臣

不滿禮遇特首 阿涂被嘲小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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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陳永
臣）位於馬灣
的珀麗灣決定
削減非繁忙時
間由馬灣去中
環的渡輪，引
起居民不滿。
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表示，馬灣發展有合約可依，
明言倘由政府提供運輸服務是絕不
適當的，但若居民希望自行安排邨
巴服務，政府願意促成。
「自決派」議員朱凱廸昨日在行
政長官答問大會上稱，發展商在非
繁忙時間削減由馬灣去中環的渡輪

是「擺明走數」，反映政府在馬灣
問題上「處理失當」，更要求政府
提供合理的公共交通服務予居民。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指，自己近日

都收到有關此問題的電郵，而政府
的立場與處理領展問題的原則一
樣，一定以市民利益為依歸。而政
府已要求運輸署署長，在審批削減
渡輪服務時需考慮居民利益。
不過，針對朱凱廸要求政府承擔

部分交通服務，林鄭月娥明言絕不
適當，並強調馬灣發展當日是有約
可依，必須按合約精神辦事，但承
諾倘馬灣居民希望自行安排邨巴服
務，運輸署在這方面將願意配合促
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一名英籍女同性戀者以受養人身份
申請簽證來港被拒案，終審法院日
前駁回入境處上訴，令社會再次關
注同性婚姻的問題。民建聯議員張
國鈞昨日就藉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
大會反映是次判決或變相承認同性
婚姻的憂慮，甚至會影響房屋、福
利以至兒童領養等社會政策。林鄭
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正在審慎研究
法院的判決，並需徵詢法律意見，
現階段難作政策評論。
張國鈞指出，終院雖確認香港有

效的婚姻仍然是異性和一夫一妻制
的婚姻，法院在判詞裡同時認為婚
姻和「民事結合」在英國法律下同
樣被承認，並因此否定了入境處處
長以香港婚姻制度去執行入境政策
的做法，擔心有關情況是變相承認
同性婚姻，並影響其他政策範疇。

就終院判決徵詢法律意見
林鄭月娥坦言，同性婚姻的議題

在香港非常有爭議性，這個爭議性
不是政府可以獨力處理得到，須考
慮到社會上有不同意見。
她又說，特區政府尊重並正在研

究終審法院的判決，會按情況徵詢
法律意見，考慮跟進行動。

至於會否把該個案引申到其他社
會政策的研究，林鄭月娥表示暫時
沒有這樣的計劃，其後再補充指在
未徵詢法律意見前，不適合作政策
評論。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稱，有

關案件其實是同志平權的問題，質
疑林鄭月娥未有主動去推動，所謂
「求同存異」只是空話。林鄭月娥
回應指，求同存異是包括要看社會
整體的接受程度，是包括有各個界
別不同的意見，「如果你認為今日
香港已經有統一或有廣泛共識的意
見是（要）做你認為我們應該做的
工作，請你證明給我看。」
被問到會否在今年10月發表的

施政報告中處理《性傾向歧視條
例》立法，或就《性傾向歧視條
例》諮詢，林鄭月娥只稱，所有
有關新年度施政報告內容目前都
是保密的。

同性婚姻政策「暫不評論」

馬灣渡輪要求運署檢視

聘海外醫護聘海外醫護 政府有顧慮政府有顧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昨日
答問大會期間，金融界議員陳振英表示，
香港9月即將推出跨行、年中無休的電子
錢包平台，市民將能透過平台即時轉賬交
收，向無現金化社會邁進一大步，並指將
來「一群朋友吃完飯，沒人再會用現金來

夾錢」。他問到特首林鄭月娥會否隆重其
事，幫助推廣計劃，讓不熟悉的市民認識
電子支付，令平台盡快普及。

謙稱不擅科技要努力學習
林鄭月娥笑言，自己不是一個很擅長

使用科技的人，未必是最理想的推廣人
選，「不過既然你提出，我剛才在開場
白也說過，我都盡量不要推卻大家，所
以我接下來會很努力學習怎樣使用電子
錢包。」
她續指，會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和金

管局研究如何更好推廣電子錢包，讓香
港加快成為智慧城市，包括協助海外及
內地人士了解支付方式的改變。

電子錢包要求金管局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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