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晤廣東省委書記 共推灣區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4年因為有人藉反對新界東北發

展衝擊立法會大樓，特區政府認為有需要加強政總的保安，行政署因

此決定關閉經常被用於集會示威的政總東翼前地，並加設圍欄，高等

法院前日判行政署有關做法違法和違憲。曾衝擊政總東翼前地的「雙

學三丑」之一的黃之鋒隨即向媒體聲言這是「遲來的判決」，認為有

關判決若早點出現，或會影響其衝擊案的判決云云。不過，不論建制

或反對派法律界人士都認為，「雙學三丑」的衝擊案跟政府的行政指

引是否違憲沒有關連。

行政署做法錯 不代表衝擊啱
黃之鋒圖借關閉東翼前地裁決施壓 法律界：毫無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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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等法
院日前判決指政總東翼前地本應為公衆
地方，認為行政署限制市民前往集會是
違法和違憲，但認同政府有權在用地施
加規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回應
指，尊重法庭裁決，研究判詞後會決定
下一步行動，並同時要求行政署長重新
檢視現有機制。就有人認為案件反映
「雙學三丑」早前衝擊有關地方的案件
為「冤案」，林鄭月娥並不認同，並指
出有關人等是違反法律，與政總東翼前
地是否開放、如何開放、有沒有圍欄並
沒有關係。
林鄭月娥表示，政總東翼前地在她上

任時是完全關閉的，但她在上任後沒多
久已表示很樂意再開放東翼前地予市民
表達意見，「但是往往要取得一個平
衡，因為它畢竟是政府總部，亦有很多
同事、很多市民出入這裡開會，所以如
何能夠在既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
亦能夠保障政府總部的有效、安全、順
利運作是一個平衡工作，我們研究判詞
後會盡快公佈。」

指檢控經司法獨立裁決
被問到裁決是否反映「雙學三丑」的

案件為「冤案」，林鄭月娥直言有關說
法是對香港法治「不是很了解」。她解
釋，每一件案件都是按照香港法律制度

和證據，經過律政司檢控部門獨立地按着他們的
檢控守則作出檢控，然後經過非常獨立的司法機
關作出裁決。如果有人對裁決不滿，亦可以按着
香港行之有效的司法制度提出上訴。
她說︰「針對某些人士說（衝擊案），其實那些

案件應該是完成了所有程序，涉事人是違反了法
律，所以與前地是否開放、如何開放、有沒有圍欄
並沒有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反對派不斷唱衰抹黑下，國
際社會似乎對香港越來越多誤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自
己上任至今出訪了逾30次，訪問了超過10個海外國家及很多內
地省市，為的就是想對外解釋香港回歸國家21年來，「一國兩
制」成功落實、為香港開拓更多機遇和市場，以及加強香港的
海內外聯繫。

助提升國際地位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講述自己日前在巴
布亞新幾內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2018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有
關出訪已是這個月第四次出訪。她續說，自己由上任至今作了
逾30次出訪，訪問了超過10個海外國家及很多內地省市。
她說，作為行政長官，這些頻密外訪，無論是到海外或內
地，都是有幾重意義︰第一就是去解釋，特別對海外政府解釋
香港回歸國家21年來，「一國兩制」成功落實，保持了其獨
特優勢。第二就是在現時經濟全球化挑戰下，為香港尤其是專
業服務行業，開拓更多機遇和市場。第三是加強香港的海內外
聯繫，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地位。
林鄭月娥指，自己今年的外訪活動已經結束，但下月會去北
京作年度述職，之後可能會休息幾日。同時，她已在規劃明年
的外訪工作，並透露可能都會相近頻密，「因為我自己的體會
是這些外訪工作對香港非常有裨益。」

「雙學三丑」黃之鋒、羅冠聰、周永
康3人在 2014年 9月發起所謂

「重奪公民廣場」的衝擊行動，率領一眾
示威者衝入政總東翼前地，又傷及保安人
員，最終因「非法集結」及「煽惑他人參
與非法集結」等罪被判社會服務令。
至日前高院裁定行政署限制市民使用
政總東翼前地的做法違法及違憲後，黃
之鋒隨即向傳媒聲言，假如有關判決早
些出現，對他們在2014年衝擊政總東翼
前地一案的判決或會有所影響。「議會
陣線」立法會議員區諾軒亦聲言，有關
判決反映「雙學三丑」當時因進入政總
東翼前地而入獄是「冤獄」云云。

湯家驊：罪行與違憲判決無關
不過，多名法律界人士並不認同有關

說法，並指出「雙學三丑」所涉的是其
他罪行。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
家驊表示，黃之鋒的罪行與政府的行政
指引是否違憲並沒有關連，黃之鋒被控
的是「非法集結」罪，與侵佔私人地方
並沒有任何關係，亦與判決無關。

張達明：黃案屬刑檢無關違憲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認
為，黃之鋒案跟政府的行政指引是否違
憲沒有關連。他指出，黃之鋒案是刑事

檢控，主要是針對有否行為不檢、影響
公眾安全，跟政府的行政指引是否違
憲，並沒有關連。他亦指出黃之鋒是並
沒有申請要進行集會，而非申請不獲
批，簡單而言，即使政府做得不對，也
不代表他可以犯法。

丁煌料政府提策對應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亞太聯

盟總商會總法律顧問丁煌亦不同意黃之
鋒等人的說法，他指政府除了提供公共
場所外，亦有責任保持公共場所安全。
他表示，尊重高等法院判決，並相信
政府在行政方面了解判例原因後，會作
相對應的行政措施。他指該行政措施應
會在提供公眾地方給市民與防止有人刻
意滋擾之間取得平衡，並拭目以待政府
的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年立法會內議員擾亂議會秩序的情
況常見，衝擊主席台、推撞保安人
員，甚至是強搶政府女職員手機，
令人關注議會對有關不檢行為的處

理。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昨日舉
行閉門會議，主席謝偉俊會後表
示，會上大部分委員同意須為議員
的行為不檢設立懲處機制，將交由
立法會秘書處研究細節，包括行為

不檢的定義等，並最快於兩個月後
的例會再作討論。
現時立法會對議員作出不檢行為

後的處分，只有警告信和通過譴責
動議去罷免有關議員，懲罰不是太
輕就是太重，而議員往往都可以被
放生，因此，早前有建制派議員建
議設立懲處機制，包括罰款和「停
賽」的建議。

謝偉俊：研定義及處理方式
議事規則委員會早前完成研究，並

向議員發出諮詢文件，昨日召開閉門
會議討論。謝偉俊指，會上大部分委
員同意就議員行為不檢設立懲處機
制，有關建議將交予立法會秘書處作
進一步研究，包括行為不檢的定義、
處理方式等，並於兩個月後的例會再
作討論。
被問及若須修改《議事規則》以設

立有關機制，預計需時多久時，謝偉
俊強調未有相關時間表和細節，但指
出今屆立法會尚有兩年任期，相信若

要修改，按正常程序需時約一年，相
信有足夠時間在任期完結前完成修改
《議事規則》的程序，至於能否通
過，則要看「時勢」。
委員會副主席梁繼昌則稱，小部分

委員認為「原則上」無需要設立懲罰
機制，包括他自己。

遙距投票建議被否決
另外，委員會昨日亦討論到新民
黨議員容海恩早前提出、容許懷孕
議員遙距投票的建議。謝偉俊說，
考慮到香港地理環境較小，認為現
階段毋須採用遙距投票做法，不會
再跟進有關建議。梁繼昌認為，遙
距投票或授權投票「牽連甚廣」，
質疑日後議員若病重、車禍或紅白
二事而未能投票時，是否亦可採取
有關做法，而主流意見認為要落實
相關建議相當困難和具爭議性。
不過，他稱委員會將考慮推出其
他措施協助懷孕議員，例如議員日
後是否可攜嬰兒上班等。

逾半委員撐設機制懲議員行為不檢林鄭頻外訪有因：
宣「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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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禮賓府與廣東省
委書記李希會面，表示歡迎去年上
任後首次訪港的李希，以及由他率
領、成員包括廣東省省長馬興瑞的
代表團。她感謝對方上任以來一直
支持特區政府的工作，特別是為香
港青年提供更多在粵交流、學習和
創業的機會，並落實多項便利港人
在內地生活的措施。
林鄭月娥表示，今年是國家改革
開放40周年，而香港在國家改革開
放過程中作出貢獻，其中與廣東省

關係最密切，時至今日，香港仍是
該省最大外資來源地。
展望未來，她表示，香港會繼續
積極加強兩地合作，特別是在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港粵可互補優勢，
共同在區內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並可安排更多海外活動，共同
推廣大灣區優勢。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創
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陳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
權陪同出席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意見認為政府近
年的扶貧措施「愈扶愈貧」，政府日前公佈去年
香港貧窮人口有接近138萬人，貧窮率為20.1%，
見9年新高，是連續第二年上升，貧窮人口較前
年增加近3萬人，而兒童貧窮人口亦由17.2萬增
至17.7萬。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表示，會以「不
扶更貧」來形容香港目前的情況，而兒童貧窮情
況惡化，不少正租住私樓及有小朋友的家庭壓力
很大，因小朋友學習開支高，若政府不作支援，
跨代貧窮情況會延續。
蔡海偉昨日在電台節目上指，近年政府在社福

及現金援助方面都有加碼，或降低申請門檻，但
貧窮率都沒有下跌，其實是一個警號，證明如果
政府什麼都不做，情況會更嚴重更差，他會以
「不扶更貧」來形容香港目前的情況。
他指政府應檢討現時的關愛基金、醫療券等是

否能夠真正協助有需要人士。
蔡海偉表示，兒童貧窮情況趨惡化，現時小朋

友學習開支高，住屋成本又昂貴，不少家庭一家
三代同住以減輕負擔，有部分家庭成員需要長期

留在家中協助照顧長者及年幼子女，無法外出工
作，以致收入減少。

蔡海偉盼增託兒額
他續指，現時2歲或以下的託兒服務以及2歲至

6歲的幼兒中心暨幼稚園服務均非常不足，政府
資助的2歲或以下託兒服務名額只有幾百個，近
年不單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他認為政府需
要檢討有關服務，並希望可以增加對這些家庭的
補貼，又或者令更多人可以申請資助。
蔡海偉擔心如果政府不增加支援改善貧窮兒童

的生活和學習，對他們將來發展有更大隱憂， 跨
代貧窮情況會延續。
蔡海偉又認為，在職家庭津貼計劃有需要改

善，並建議政府參考外國引入負入息稅制度，
即貧窮家庭不必主動作出申請，稅局發覺這些
家庭收入低於某一水平時，便向他們發放政府
補助。
他表示，明白由於香港的稅制不同，推行上

存在困難，但認為政府需要進行有關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人力事務委員會昨日舉行公聽
會，聽取商界及勞工界對政府提出
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的意見。有勞
工團體認為，2024年才實施有關安
排是太遲，要求政府縮短籌備時
間，盡快立法取消對沖。有商界則
認為方案複雜，希望政府設立中央
基金池，支付遣散費及長期服務
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
政府會以最大努力盡快進行立法，
重申政府無意設立追溯期。

勞界：等6年拖太耐
在昨日的公聽會上，港九勞工社
團聯會社會事務主任儲漢松表示，
對沖令僱員無法累積足夠儲蓄安享
晚年，勞工界強烈要求政府縮短籌
備立法及準備實施的行政時間，拖
延對打工仔不利，因為工友要等6年

是拖得太久，每年已沖走打工仔差
不多30多億元的血汗錢。他說，政
府已加大補貼年期，呼籲僱主要有
所承擔，不要再拖延。

商界：補貼方案複雜
出席的商界代表大多認為難以承

受增加的成本。香港各界商會聯席
會議秘書長沈運龍說，不滿政府補
貼方法複雜，又指政府不可以因為
不設全民退保，就簡單地變相強行
要中小企接受取消強積金對沖。
他說，這個機制可令僱員多領一

份長期服務金，增加退休保障，但
又不肯與業界共同承擔；而政府只
撥備 293 億元，是要中小企承擔
8,000多億的風險。他認為政府應該
採用基金池方案。
有飲食業聯合總會代表質疑，政

府是將社會責任卸膊予商界，「僱

主極其量只可為僱員退休保障負起
部分責任，所以政府才拋出25年
期、落水300億元的方案，25年後商
界又如何？想商界為政府『啃』了
全民退休保障。」
勞工及褔利局局長羅致光指，目

前提出的已是終極方案，修改空間
不大，但細節方面樂意聽意見。
他又指， 政府會以最大努力盡快

進行立法，但不低估修改法例難
度，重申預計到2020年改選立法會
後才提交草案，翌年通過後再需兩
年時間實施。他續指，對於有意見
要求設立追溯期，但從現時立法精
神容許的角度較難做到，政府沒有
任何意圖設立追溯期。
羅致光指，明白商界認為方案較

難明白，日後會構思簡單去解釋，
令商界可預計到實際上要承擔多少
開支。

羅致光：撤對沖無意設追溯期 社聯倡增補貼遏跨代貧窮

■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昨日舉行閉門會議，大部分委員同意須為議員的行為
不檢設立懲處機制。圖為5月時反對派於「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審議時搗亂。

資料圖片

■法律界指，黃之鋒衝擊案與行政署違憲判決無關。圖為政總東翼前地。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在禮賓府會見廣東省委書記李希、省長馬興瑞一行。

◀左起：林鄭月娥、李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