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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必須收回干預香港的黑手

騎劫經濟民生 反對派禍害港人

WEN WEI EDITORIAL

入動盪撕裂，打工仔、普羅市民一定要堅決抵
制，不上職工盟罷工的「政治戰車」。
反對派反修例無所不用其極，罷課罷工罷市伎
倆出盡，立法會各個委員會更是他們的重要「狙
擊戰場」。昨日立法會內會和財委會審議的均不
是具爭議項目，但反對派議員心目中只有反修
例，內會一開始就大叫撤回修例，更衝上主席
台，內會召開僅半小時就被迫休會；財委會涉及
多項民生事項，包括公營房屋、運輸基建、醫院
等項目的撥款急待審議通過，但反對派連民生事
項也不放過，不斷提出規程問題及發言反對繼續
開會，終令財委會提早散會。
西方諺語有云：「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
撒。」對於修例問題有不同意見，完全可以透過
立法會和其他渠道，理性平和向政府表達，要求
政府進一步完善修例草案。經濟、民生事項與修
訂《逃犯條例》毫無關係，不應綑綁一起。但是推
倒修例是反對派「政治命脈」所繫，必然不惜一
切代價，以政治凌駕民生，不理民間死活，把打
工仔、學生乃至全港市民都捲入五花八門的激進
抗爭，繼續策劃連場的大規模街頭抗爭、暴力衝
突，哪怕香港成為「焦土」也在所不惜。這樣的後
果，就是摧毀香港的法治根基，令香港的繁榮穩
定蕩然無存。
反修例違法抗爭的代價太沉重，絕非香港所能承
受，更不應由打工仔和廣大市民來「埋單」。市民
必須高度警惕，堅決抵制罷課罷工罷市，強調香港
需要法治、和平、穩定和發展，支持警方依法制止
各種違法暴力行為，支持政府和立法會正常運作，
不讓反對派癱瘓管治、推倒修例的圖謀得逞。

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昨日緊急召見美
國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傅德恩，就美國對香
港修訂《逃犯條例》的不負責任言行提出
嚴正交涉。美國近期多番對香港修例問題
發表錯誤言論，指手畫腳，煽風點火，甚
至揚言以取消簽證和凍結資產的蠻橫手段
制裁特區政府官員。事態充分顯示，在中
美貿易戰的大背景下，美國竭力打「香港
牌」，把香港作為圍堵、遏止中國發展的
棋子，是反對派無底線抗爭、策動暴力事
件的最大黑手。
修訂《逃犯條例》開展以來，美國政
府多次開腔，聲言密切監察及關注特區政
府提出的修訂，認為修例「持續侵蝕香港
的『一國兩制』框架，威脅香港在國際事
務中長期建立的特殊地位」云云。一些美
國國會議員更加不負責任地提出所謂「香
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威脅「點名」與修
例有關的特區官員和議員，提議禁止這些
人進入美國，凍結他們在美的資產。香港
不是美國的城市，美國政府、政客對本港
修例的妄議，明顯試圖左右本港修例，插
手香港事務，充分暴露美國長臂管轄的霸
道霸權。
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強調，香港是中
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
任何外部勢力插手置喙。回歸以來，「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得到
貫徹落實，香港市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得
到充分保障。香港是亞太區重要的國際金

社評

職工盟宣佈下周一發起全港罷工，反對修訂
《逃犯條例》；昨日下午，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和
財委會舉行會議，都因反對派不斷提出規程問題
而提早腰斬。反對派反修例的政治操作已陷入瘋
狂狀態，把打工仔裹脅進無理政爭，破壞勞資關
係，打爛勞工飯碗，並騎劫經濟民生項目作為反
修例的武器，不惜犧牲全港市民的利益。反對派
的行為，對香港、對港人百害而無一利，再次證
明他們口頭說「愛香港」，實際對香港極不負責，
是如假包換的「禍港派」。
反對派為反修例而「全面開戰」，除了策動違
法流血的暴動之外，又煽動罷課罷工罷市。繼教
協煽動教師、學生罷課，將教師、家長、學生綁
上反修例的政治戰車之後，以工運組織包裝的職
工盟也聞風而動，煽動旗下會員罷工，並威脅僱
主不能「秋後算賬」，企圖掀起全港大罷工，給
反修例的非理性熾熱氣氛火上澆油，增加壓力逼
政府撤回修例草案。此次罷工並非替勞工捍衛權
益，而是出於政治目的，在本港相當罕見，明顯
違背絕大多數打工仔的意願。
全港最大工會、擁有逾 42 萬會員的工聯會，向
轄下各屬會諮詢工友意見，了解到各行各業大多
數工友都贊同修訂《逃犯條例》，不支持罷工，
大部分打工仔了解修例內容，知道自己不是逃
犯，為何要擔心修例？有熟悉勞工法例的大律師
指出，未經僱主同意參與罷工而擅離職守，可能
構成違反僱傭合約，可視之為曠工，會承受處
分，甚至可被解僱。帶有強烈政治目的、損害打
工仔利益的罷工，會製造激化勞資矛
盾，令香港進一步陷

融和貿易中心，亦是美國主要的貿易夥伴
之一，香港更是美國取得貿易順差最多的
經濟體，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符合包括美
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利益。修訂《逃犯條
例》，完善本港與內地、澳門、台灣等一
國之內、不同司法管轄區的逃犯移交安
排，與美國毫不相干，美國對此說三道
四，完全是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事 實 上 ， 無 論 是 2014 年 的 違 法 「 佔
中」，還是今次的反修例暴力事件，背後
都離不開美國的操縱。特區政府提出修訂
《逃犯條例》以來，反對派各路人馬頻頻
去美國「告洋狀」，李柱銘、李卓人、羅
冠聰等人上月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面，
為美國公然插手香港事務提供「子彈」。
事實擺在眼前，反對派與美國為了各自利
益緊密勾連，美國加緊插手修例、干預香
港事務，反對派甘當反中禍港的棋子，出
賣香港利益，再次證明是不折不扣的「賣
港派」。
美國對本港修例橫加干預，不顧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罔顧公義和不得
人心。本港很多團體昨日到美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前抗議，反映本港主流民意支持修
例，反對外部勢力干預。美國政府、政客
必須摒棄傲慢和偏見，尊重特區政府正常
的立法工作，立即收回干預香港的黑手，
放棄搞亂香港、遏制中國的妄想，多做有
利於中美互信和合作的事。

反對派借「規程問題」搞冧會議
內會財會會議遭腰斬 陳健波嘆 99.9%港人受影響
立法會昨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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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後第一次開會，
但無論是在內會還
是在財委會會議期
間，反對派議員都
拒絕討論包括多項涉及香港民生及經濟的
撥款項目等議題，而是不斷提出規程問
題，追問會議主席近日的立法會安保問
題，更不停在會議中提及《逃犯條例》修
訂，阻撓會議進行。最終，兩個會議均遭
腰斬。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會後見記者時
嚴厲批評，反對派議員是將政治凌駕在民
問題是 99.9%香港人都不會受到影響，但
現在卻變成 99.9%的香港人都要受到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議員衝到主席台阻撓會議進行。

昨日下午2時30分，立法會內務委
員會舉行金鐘暴動後的首次會

議。會議甫開始，反對派議員就不斷提
出規程問題，包括質疑立法會在目前仍
然是黃色警示的情況下是否能開會、警
員為何能出入立法會等等。會議進行近
半小時，依然未能進入議程，內會主席
李慧琼不得不宣佈暫停會議5分鐘。

李慧琼：保安不屬當日議題
在復會之後，李慧琼指出，立法會
保安安排不屬於當日議題，而經過各
黨派商討後，並認為是次內會議程並
無必要在即日處理，故決定休會，並
強調若議員對立法會的保安安排有意
見，應向行管會反映，而非在會議上
提出規程問題。

不過，會議剛宣佈結束，反對派議
員鄺俊宇、楊岳橋、朱凱廸、陳志全
等人就衝出主席台，手持反對修例的
標語，圍住會議主持大叫撤回修例，
場面一度極為混亂。保安人員上前維
護秩序，亂局才得以平息。
下午 3 時 30 分許，財委會會議正常
開始。會議剛進行 10 分鐘，「議會陣
線」議員區諾軒再次以立法會安保問
題發難，稱立法會下面有人在「唱聖
詩」，並不會影響立法會安全，其後
更唱起聖詩。
當會議終於可討論當日議程中的有
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問題，民主黨
議員林卓廷就稱，回收中心會否「回
收」特首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和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等「垃圾」。其後，胡志偉、
張超雄、黃碧雲等一眾反對派亦不停
討論「題外話」，更「情緒激動」，
會議被迫於4時40分許結束。
由於會議難以正常進行，陳健波在
會後見媒體時，情緒亦有些激動。他
嚴厲批評反對派議員將政治凌駕在民
生之上，為政治選票什麼都做得出。
他強調，之所以要在當日開會，是
因已經積壓了很多事情，而大家不能
因為《逃犯條例》修訂問題，連民生
都不理。「現時例如橫洲、填海等很
多議題都未能解決，大家亦知道 700
億元未批，是不是要一直等？」
陳健波說，自己身為立法會財委會主
席，面對幾百億元的撥款，而這些撥款
是可以養活幾十萬工程界的工人，「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什麼我們要用政治凌駕民生？」
他強調，本身香港 99.9%的人都不
會被《逃犯條例》修訂問題所影響，
惟現在有人刻意阻截會議時間，刻意
令香港動亂，要讓 99.9%的香港人都
受到影響。

陳健波：中產不希望港動亂
陳健波表示，香港有很多像他這樣的
中產，完全靠自己努力賺來今日的生
活，而不是靠政府幫忙。他們關注香
港、擔心香港，不希望香港動亂，但立
法會中有些人為了政治選票什麼都做得
出。那些人看上去表現積極，惟目的並
非為民眾，而是為自己、為選票。
他並呼籲，大家有意見好好說，不要
衝擊，因為衝擊並不能幫助香港。

建制批無視民生 事事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議員昨日在立法會內會會議及財委會
會議上不斷阻撓會議舉行，令兩個會議
均被迫休會。對此，各建制派議員批
評，反對派議員無視民生重要性，將什
麼都變成政治問題，而他們的粗暴行為
更是不知所謂。有建制派議員建議，應
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對議員不符議事規
則的行為作出相應懲罰。

黃定光批潑婦罵街人身攻擊
進出口界議員黃定光昨日直言，不

能因為《逃犯條例》修訂的問題就將
香港所有的正常工作癱瘓。他說，今
次見到反對議員借內會會議及財委會
會議，人身侮辱、大肆攻擊兩位主席
李慧琼及陳健波。「兩位主席也是為
市民做事的，卻被『泛民』議員搞到
連會都開不成，兩個會議都未能真正
進入正常議程。」
他強調，財委會會議涉及很多關乎
民生的撥款，結果卻被人刻意阻攔，
「根本就不是開會，而是潑婦罵街、
人身攻擊、不知所謂。」

1.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

24.53億元

2.元朗橫洲公營房屋發展計劃之工地平整及
基礎設施工程

23.9億元

3.將環境局 1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位
（首長級薪級第二點）轉為常額職位，繼
續推進有關推廣可再生能源及電力市場長
遠發展的工作

/

4.將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的政府經濟顧問
辦公室的 1 個首席經濟主任編外職位（首
長級薪級第二點）轉為常額職位，以繼續
進行扶貧、福利及人口範疇的相關經濟分
析和研究

/

5.更換大帽山的風暴探測天氣雷達/購置高 4,800萬元/
性能電腦系統
9,000萬元

生之上。他說，本來《逃犯條例》修訂的

響。

撥款額

張華峰：涉民生撥款被拖延

何君堯倡修改議事規則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強調，財務
委員會會議講的是財務方面的事，而
反對派議員提出討論的根本與議程無
關，是完全無視民生的重要性，「現
在財委會時間被浪費，涉及民生的撥
款議程被拖延，民眾的生活是的而且
確會受到不良影響的。」
他批評，反對派議員將所有事都扯
上政治，如果議員事事都用政治眼光
看，對香港市民並沒有好處。

新界西議員何君堯直言，反對派議
員的行為是意料之中的，並不新鮮，
自 2016 年開始就已經如此，並批評他
們的做法完全不符合議事規則，並建
議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對部分不遵
守規則的議員作出相應的懲罰，避免
繼續出現類似狀況。他又點名批評民
主黨議員涂謹申等人，不斷去美國
「朝拜」，令修例升級為中美之間的
「政治角力」，是在搞亂香港。

6.向研究基金注資
a.開立一筆為數 200 億元的新承擔額，向研究基金注
資，以大幅增加並持續為高等教育界提供研究經
費，發展本港的科研生態
b.理順研究基金內不同款項所賺取投資收入的運用，
以更有效地調配資源
c.開立一筆為數 30 億元的新承擔額，設立研究配對補
助金計劃，為期 3 年，讓本地頒授學位院校（包括自
資院校）從私營機構及慈善家籌募研發開支和捐款
後，向政府申請配對款項，作研究相關用途
7.資助非政府機構 eBRAM 中心籌建網上爭
議解決及交易平台的一筆過撥款

1.5億元

8.主幹路及茶果嶺隧道－建造工程，提升為
甲級

160.17
億元

9.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科開設 1 個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常額職位，以推行各項提升公共交
通服務的新措施

/

10.「中學IT創新實驗室」計劃

由7,500萬元
增至
5.75億元

11.設立空氣污染物立體監測網絡，運用激
光雷達技術，追蹤空氣污染物在香港傳 5,500萬元
輸的情況
12.古洞南設立農業園（第一期）

1.766億元

13.政府飛行服務隊模擬飛行訓練中心

1.121億元

14.在海事處開設兩個常額職位，提升海上
安全及加強本地船隻規管制度

/

15.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保
留 2 個編外職位，繼續檢討及修訂《廣
播條例》及《電訊條例》的工作，以及
制定立法建議，規管人對人促銷電話

/

16.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
場的專項基金」核准承擔額由25億元增
加10億元至35億元

/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