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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指政治「趨和厭激」
顯政府立會努力獲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民建聯昨日發佈市民對 2018 年個人

和社會發展情況，及對新一年期望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認
為本港政治環境「和諧」的受訪者大幅上升，認為「激進暴力」的
則大幅下降，反映多數市民認同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在 2018 年的努
力，而「佔領」、旺暴等案的判決亦有助平伏問題，令社會可以更
務實理性去發展民生經濟。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8
民建聯於
日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了567 名 18

歲或以上人士。
調查結果顯示，認為 2018 年過得非常
開心的受訪者有近 33%，較 2017 年的
26%有所上升，而 2018 年的平均分為
3.52 分，亦較 2017 年的 3.38 分為高，反
映港人去年的心理質素較前年好，情況
令人滿意。
此外，認為本港政治環境「和諧」的
受訪者大幅上升，認為「激進暴力」的
則大幅下降。

「佔案」
旺暴判刑獲認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指，在此消
彼長下，受訪者對 2018 年的整體政治環
境遠較2017年持正面樂觀的態度。
他認為，有關結果反映多數市民認同
特區政府及立法會在 2018 年的努力，令
本港政治回復理性務實，可以致力推動

經濟、保民生的施政理念。
他又提到立法會成功修改議事規則，
及法庭對「佔領」、旺暴等案件作出判
刑，均得到港人的普遍認同。
至於有近四成受訪者認為本港政治環
境「好複雜、好難評論」，鄭泳舜解
釋，要形容政治環境較難，但強調 2018
年的和諧指數高了許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則指，認為
「分化」的受訪者亦比 2017 年少，相信
亦反映了大家認為政局相對和諧。
就香港與內地關係的評價，受訪者於
2018年的看法與2017年有頗大差異，除
了認為兩地「緊密」的看法變化不大之
外，「融合」、「疏離」及「抗拒」都
有顯著的變動。
其中認為「融合」的比例大幅下降，
但認為「無意見」的人就大幅上升。

普遍認同兩地須更緊密

■鄭泳舜（右）與周浩鼎公佈民調結果。
周浩鼎分析指，有關數據的變動，反
映受訪者認為兩地已「融合」，而港人
亦普遍認同本港必須與內地繼續緊密聯
繫，惟兩地合作交往過程中衍生了某些
社會問題，如土瓜灣及紅磡區近日面對
大量內地旅客及旅遊巴迫爆的問題，而
港珠澳大橋的開通對東涌居民亦有一定
影響。
他認為，兩地政府雖已致力解決相關
問題，惟有關情況或會影響市民的觀
感，促請政府進一步推出應對措施，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好在港珠澳大橋口岸的零售配套及旅客
分流。
對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日前已向政府
提交報告，鄭泳舜促請政府應盡快回應
及積極跟進報告的建議，切實開展各項
覓地的前期工作，以多管齊下的方式推
動各項房屋政策。
他又認為政府雖修訂未來公私營房屋
供應比例至「七比三」，惟有關供應仍
未能達標，促請政府加快推動過渡性房
屋計劃。

「獨人」強闖政總前地宣「獨」 政府強烈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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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日的民陣遊行上，包括「香港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等「獨人」，企圖手
持「港獨」標語闖入政總東翼前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陣
前日在政府總部東翼前地舉行公眾集
會，其間有個別手持「港獨」標語的人
不理會在場保安人員的勸喻，強行進入
政總東翼前地，導致現場情況混亂及兩
名保安人員跌倒，政府發言人前晚深夜
發聲明強烈譴責。特區政府重申，絕不
容忍「港獨」，亦不容個別人利用東翼
前地鼓吹或宣揚「港獨」。
對於民陣未有勸喻其他參加者不要在
東翼前地宣「獨」，特區政府表示極度
遺憾。

極度遺憾民陣無勸阻

政府發言人指出，行政署在處理日前
的集會申請時，已提醒申請人須遵守在
特區適用的法律，並要求申請人作為集
會負責人須勸喻其他參加者在東翼前地
進行任何活動，不可違反在香港特區適
用的法律，包括基本法。
政府發言人重申，「港獨」不符合
「一國兩制」、基本法及香港社會的整
體和長遠利益，任何鼓吹「港獨」的言
行，均不符合香港的憲制秩序。特區政
府有責任遵守法律，並依據基本法維持
香港的憲制秩序，維護香港社會的整體
長遠利益。

青民將設平台 助青年拓灣區
年舉辦的「大灣區青年論壇」反應不
俗，並計劃今年舉辦多場青年論壇，並
與各地大學和研究生會合辦，探索青少
年如何在大灣區尋找機遇。
他又指今年會繼續舉辦五四青年節主
題飯局，邀請大型企業管理層讓年輕人
有機會了解各行各業的詳情與企業運
作。

■神駒形容攝石黎係「姣婆守唔到寡」。
仇思達fb截圖

顏汶羽：或尋求連任
青年民建聯將於今年 3 月換屆，顏汶
羽亦透露，因在青民的工作感到十分開
心，假如常委認為自己是適合的話，會
繼續尋求連任。他表示，青民的會員人
數一直平穩上升，2018 年青民會員淨增
長為347人。
他解釋，因青民成員的年齡限制為 18
歲到 35 歲，所以每年都有不少人因「超
齡」而自然流失，故有此淨增長是不容

凱欣見財爺
履諾推政綱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陸
續有不同政
黨向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
反映對新一
份財政預算
案的期望。
新任立法會 ■陳凱欣（左）向陳茂波提交
議員的陳凱 建議。
陳凱欣fb圖片
欣 亦 不 例
外，她昨日與陳茂波會面，並提出了 10 項重
點建議，涵蓋醫療、住屋、教育等，不少亦是
她在競選時的政綱。
在醫療方面，陳凱欣建議分別為預留 100 億
元支持香港基層醫療發展；落實於 18 區增設
公營「社區健康中心」；容許配偶共享長者醫
療券，及將金額增加至 3,000 元，同時增設兒
童醫療券；額外撥出 10 億元予醫管局，改善
醫護薪酬待遇以挽留人才。
在住屋方面，她建議為輪候公屋超過 3 年的
住戶提供租金津貼，並就劏房租管作出研究；
以專項撥款協助市建局加快翻新結構完整的舊
樓，改裝作過渡性房屋之用；增加自住居所供
樓利息扣稅額上限，延長免稅年期，及繼續寬
免全年差餉。
其他建議還包括資助合資格的教育機構轉型
為「職業專科學院」；透過定額稅項鼓勵微
企、網店經營者進行商業登記，避免日後被追
收巨額稅項；增設外傭、家務助理、醫療保
險，及子女教育免稅額。

■青年民建聯向傳媒介紹慶祝成立15周年的系列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易的事。現時青民總人數達 1,933 人。
他希望在 3 月 31 日本屆任期完結前，青
民會員人數可突破2,000人。

被問到今屆區議會青民的參選人數，
顏汶羽指未有確實數字，但如果青民在
選舉參與度高會感到開心。

資助屋抽輸三次 謝偉銓倡送多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鑒於市民對資助出售房屋的需求殷
切，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就建議，為給
予申請人有一個希望，政府應研究
設立「資助出售房屋輪候冊」，申
請者抽籤失利次數愈多，下次中籤
機會就相應提高，例如抽籤失利 3
次，下次申請就可獲發多 1 個申請編
號，將中籤率提高一倍；連續 6 次抽
籤失利就獲發3個編號，如此類推。

放寬首置 租樓免稅
謝偉銓昨日與傳媒茶敘，談及他
對解決住屋問題的看法。除了設立
「資助出售房屋輪候冊」，他又建
議政府適時放寬首次置業的按揭成

數限制，向首置業主提供按揭保費
資助，協助中產上車及減輕其供樓
負擔。他並建議禁止私人轉售新建
資助房屋，改由政府或房委會回購
單位，而價格以購入價乘歷年平均
樓價升幅釐訂，再重新分配給合資
格人士認購，杜絕炒賣。
對於不少中產認為自己在現行政
策下無法受惠，謝偉銓建議調高首
置計劃的入息和資產上限，及調高
居屋預留給白表申請者的比例等。
租客方面，他建議增設每人每年
最多 10 萬元的租金開支免稅額，以
紓緩租樓人士的租金支出和稅務負
擔。
對於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建議局部
發展粉嶺高球場用來建屋，謝偉銓

說自己無異議，但認為需顧及交通
配套、工作機會、環保、古樹及動
植物保育等。他同時坦言報告令人
感到失望，因為報告內其他選項的
結論，沒有發展高球場的建議般具
體，報告亦無提及人均居住面積的
概念，市民亦無從得知將來新增土
地供應的時間表。
至於進一步修改立法會《議事規
則》，加入停賽和罰款等罰則方
面，謝偉銓認為，對於不守規矩的
議員，某程度應該有規限，但希望
議員能夠自律，「我們不是小學
生、需要別人管。」他說，大部分
議員認為若行為與罰則掛鈎是合
理，但是否需要急速修改，就要看
個別議員行為會否太激進。

梁君彥盼帶議員考察長三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 今
年是國慶70周年，各式各樣的慶祝活
動亦即將舉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
日出席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主持的電
視節目時表示，希望今年可仿傚去年
大灣區團，組織議員到長三角地區，
以了解不同區域的發展。他又直言希
望組團赴京出席慶祝活動，認為這是
一件美事，亦是一大突破。
梁君彥昨日出席節目 《議事論
事》時，被曾鈺成問到會否有興趣
親自帶團北上，梁君彥希望可效法

去年 4 月立法會大灣區團，但希望
今次轉移至長三角地區。他解釋，
這樣大家可以更了解國家兩大區域
如何可以互相競爭，及優勢互補。
他希望今年 4 月復活節假期時能
夠成功組團，並會交由負責大灣區
團的委員會，即經濟發展事務委員
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工商事務委
員會和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
會，商討細節。
被問到立法會會否組團赴京出席
慶祝活動，梁君彥表示「梗係最好

啦」，更直言國慶 70 周年是難得的
時間，亦是喜慶的日子。他透露有
議員期望「最好見埋領導人」，並
認為假如能夠一步一步安排到議員
到訪北京，是一件美事，而議員能
與領導人見更是一大突破。
另外，梁君彥表示，政府稍後會
向立法會提交《國歌條例草案》，
並相信法案不會引起非建制議員激
烈反對，因國歌法本地立法目的是
要求市民尊重國歌，但仍希望政府
多向公眾解釋。

黎汶洛想選區選 被譏出嚟獻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民建聯
一向重視年輕人在政界的發展，而青年
民建聯（青民）的會員人數亦已迫近
2,000人。青民主席、觀塘區議員顏汶羽
表示，適逢今年是青民成立 15 周年，將
以「傳承共創」為主題舉辦多項活動，
包括製作資訊平台及攻略，協助香港年
輕人把握機遇，在大灣區發展。
顏汶羽表示，今年主題是「傳承共
創」，希望繼承民建聯前輩愛國愛港的
精神，同時在前輩的基礎下有所創新。
他提到，青民將成立「資訊一站式平
台」，發放大灣區就業、創業等資訊，
協助年輕人了解大灣區機遇。此外，青
民計劃出版「大灣區發展攻略」小冊
子，將於全港 18 區和各大專院校派發，
讓年輕人了解在大灣區就業、生活及創
業的出路，讓青年人多一個選擇。
青民副主席、沙田區議員招文亮指去

長年俾人恥笑讀唔成書
(3 就學人走去做政棍嘅「香
港眾志（中箭）」前副主

席攝石黎（黎汶洛），似
乎喺新一年嘅開始又成為
大家嘅笑柄。「無敵神駒」仇思達日前
發帖恥笑喺街度掛咗自己大頭橫額嘅攝
石黎，揶揄佢明明之前話自己會專心學
業，點知轉頭又想出嚟選區選。有眼尖
嘅網民見到攝石黎嘅橫額自稱「總幹
事」扮晒嘢，仲奉勸佢咪再出嚟獻世做
炮灰。

自封
「總幹事」
邀功

神駒日前發帖，話攝石黎消咗磁一段
時間之後，近期似乎又想上磁刷存在
感，印晒橫額話自己成功爭取乜乜乜
咁，就恥笑佢：「呢隻『學民（學民思
潮）』餘孽真係死而不僵，又話專心學
業，而（）家又姣婆守唔到寡，死返
出嚟想選區議員！」
唔少網民都揶揄攝石黎衝出嚟做炮
灰 ， 網 民 「Kwokchun Cheng」 就 恥
笑：「傻仔，民建聯喺安達開始入伙嗰
陣已經落咗人做嘢！」
「呆靈」就寸：「又出返黎（嚟），
到底佢同腎弟（盧斯達）邊個比較多
『老是常出現』？」
有眼尖嘅網民就見到攝石黎喺橫額自
稱「安達邨總幹事」，質疑屋邨哪來的
總幹事。
「Sn Chan」就問：「乜家吓屋邨有『總幹
事 』 做 架 （ 㗎 ） 咩 ？ 」 「Tik Dylan Kan Sn
Chan」就話：「屋邨有互助委員會同看更就聽
過，總幹事？當條屋邨係大學宿舍，玩上莊
呀？」

被回帶質疑語文差
其實要提攝石黎咁有心選舉，都要好有勇氣先
得。2016 年立法會選舉時，佢本身都話要選九龍
東，結果因為冇錢所以冇聲氣，只可以睇住羅冠
聰去選港島，再睇住佢DQ埋射晒啲錢落海。
早排佢參加社工註冊局成員選舉，結果得 700
幾票，俾人大幅拋離，又一次斷咗條路。唔止圈
內唔睇好佢，連網絡紅人「瓊姐」都恥笑過佢，
皆因佢文憑試得 4 科二級，其中英文仲得一級，
連「瓊姐」都笑佢連基本語文能力都冇，仲學人
選立法會，真係分分鐘睇唔明文件喎！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