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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國威阻警加人工 散播仇恨心態

立會被逼停 延期無了期
財會760億撥款未批 議員籲「政治不應影響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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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受示威影響，立法會
多個事務委員會昨日再次取消會議。香港建造商會昨
日發表致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公開信，強調立法會休
會在即，包括涉及200萬人的稅務寬減措施，以至多
項經濟、民生事務都會受到阻延，呼籲所有關心民間
疾苦的立法會議員，加快審批工程撥款，改善民生。

審稅務寬減 流會或觸礁
香港建造商會會長陳修杰在公開信中指出，今個立

法年度最後一次大會會期為下月10日及11日，屆時
審議的事項包括可令200萬名納稅人受惠的2019/
2020年度稅務寬減措施，倘立法會暑假休會前未能
通過相關草案，措施也可能觸礁。
同時，多項經濟、民生的議程亦已經受阻，包括將
軍澳藍田隧道繳費系統撥款申請、啟德商業和住宅發
展項目、翠屏河活化工程、多區的污水系統改善工
程、鯉景道圖書館及安老院舍、沙田石門安興里骨灰
安置所等等。
此外，現時財務委員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在審議民

生撥款的工作也舉步維艱，估計多達734億元的撥款
受到阻延，涉及民生的項目包括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二期、橫洲公屋發展計劃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更換大帽山的風暴探測天氣雷達、茶果嶺隧道建造工
程等撥款，都受到政治事件影響而有所延誤。

陳修杰：社會續分化對港無益
陳修杰指出，社會若繼續分化，對香港並無益處，

希望全體立法會議員善用餘下寶貴的議會時間，暫且
放開政治議題，盡職責出席會議，避免流會等事情發
生，切勿拖延民生及經濟相關的議程，讓議會可盡快
重回正軌。
他強調，各項基建工程均關乎社會民生及香港未

來，建造商會希望立法會、財委會及旗下小組及會議
能加快效率，使項目可以盡快獲得撥款，追回延誤，
並呼籲所有關心民間疾苦的立法會議員，加快審批工
程撥款，改善民生，且在外圍經濟環境不明的時期，
保持香港經濟動力。

在示威者的包圍下，昨日不少立法會議員一直無法進入大
樓開會，令多個當日召開的會議被迫取消。其中，內委

會及與民生密切相關的財務委員會會議已是第二次延期，令多
個關係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項目都因而受到延誤。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
《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已經暫緩，而財務委員會討論的完全
是民生問題，包括橫州公屋、醫院重建、興建隧道等等，這些
對香港影響很大的項目都正等待撥款，而考慮到議員的情緒，
他已將「明日大嶼」項目移到第二十一項（最後一項）討論。
他續說，財委會雖然待討論的議題為21項，但加上工務小
組、人事編制小組，實際需要審議的共有30多項，所涉金額
已達760億元。
陳健波強調，政治不應影響民生，若財委會項目拖延到下個
立法會會期，一定會嚴重影響民生。他舉例，現在有4間醫院
等待重建，繼續拖，市民可能就需要再等4個月，才能等到這
些醫院啟用。同時，香港有40萬的建造業工人，760億也是涉
及到了這些工人的生計。「這樣下去，是會令香港市民受
苦。」

陳健波邀反對派協調示威者
為解決問題，他已向「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等反對派
議員發出邀請，在周一討論財委會的剩餘項目如何處理，並希
望他們能夠協調示威者，「我很尊重和平理性的示威者，示威
本身沒有問題，但不能動輒就包圍立法會，令立法會與《逃犯
條例》無關的會議都不能進行。」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盧偉國表示，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工程申
報、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公務員加薪建議，以及福利、教育
相關的很多項目都需要通過財委會，「現在財委會積壓的議題
相當多、相當嚴重。」
他指出，由於示威者的包圍，很多議員都無法進入立法會大
樓，無法出席會議。目前，工務小組審議了大概1,400億的各
種工務工程，每項工程無論是土地基建、道路、隧道、醫院、
學校等等，這些全部都是與民生息息相關的，而財委會之前審
議了600多億，現在仍有700多億需要等待財委會審議。
盧偉國強調，現在的情況極為惡劣，時間繼續損失，嚴重影
響工程推進，「給工程業界造成了非常困難的局面。」就有示
威者去包圍警察總部，令999的正常公務都不能在最快時間內
處理，以致於香港市民的安全都受到影響，他認為是很不應該
的。

郭偉強批癱瘓議會令人反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批評，反對派配合示威者癱瘓議會
的行為令人反感。根據目前的情況來看，有關人等所為類同
「二次佔中」，都是以堵路為主，完全是損人不利己的，而這
些人提出的5個訴求，是違反社會價值和公義的，「要求釋放
疑犯，也應交由法庭處理；要警察即刻放人，根本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避免社會矛

盾升級，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訂《逃犯條例》的工

作，更多次向市民致歉。不過，部分示威者的行動

繼續「升級」，令香港社會無法正常運行。立法會

昨日就因被示威者包圍並堵塞所有出入口，令議員

難以進入大樓，財務委員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等與

經濟、民生緊密相關的會議都被迫取消。多名建制

派議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重申，和平理性的

示威沒有問題，但不應該影響香港市民的生計及生

活，並強調「政治不應該影響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近日不斷煽動仇警情緒。在昨晨
舉行的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
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到公務員加薪
問題時，身為該委員會主席的「新民
主同盟」議員范國威提出動議，稱因
「6·12警民衝突」中，有警員涉嫌向示
威者使用過度武力，要求政府暫緩向警
務處實施本年度的薪酬調整方案。多名
立法會議員強調，香港警察一直是高
效、專業的隊伍，希望大家能夠回歸理
性，不再繼續散播仇警心態。
范國威在會議上提出，討論在
「6·12」當日，「據傳」有警員「走
上救護車拉人」一事，並動議要求政
府暫緩向警務處實施2019至2020年度
薪酬調整方案，直至政府成立獨立調
查委員會並完成調查警方於6月12日

驅散示威者的處理手法。

葉劉淑儀：未審先判極荒謬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范國威對

警方的指控缺乏實質證據支持，且至今
仍沒有任何部門接獲相關的正式投訴，
而所有投訴都必須先經過深入調查方能
定奪，范國威竟根據傳聞就要求警察凍
薪，是未審先判，極為荒謬。
她批評范國威的目的，明顯是要「騎

劫」事務委員會會議以攻擊警方，令委
員會浪費大部分會議時間討論有關問
題，導致排期已久的既定議題沒法討
論，「我對范議員的行為，乃至其作為
主席的操守，予以強烈譴責！」
工聯會議員何啟明批評，此事僅屬
網上流傳，無人知道真偽，應先轉介
政府部門處理。另一工聯會議員郭偉

強則指，反對派議員本身配合示威者
滋擾、製造混亂，而這只是以訛傳訛
的傳聞，「范國威的做法屬於繼續散
播仇警心態。」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指「又無人投訴又

無人報警」。九龍西議員陳凱欣質疑，范
國威說只是傳聞而不是事實，並批評他
浪費會議時間要求對方應先求證。
經議員投票後，范國威的動議不獲

通過，委員會決定不處理有關動議。

陳健波批提議「好離譜」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指

出，香港本身有一套完整程序去處理
針對警員的投訴，在這些渠道判斷之
前，不應該直接讓其他盡忠職守、從
未有過激行為的警員亦受到懲罰。
他批評范國威的提議「好離譜」，

「正如我們認為有小部分老師做得不
好，教壞小孩，那是不是所有老師都
不要加人工？」
陳健波強調，現在警務工作不但危

險，連警察家屬亦受到影響，包括被
粗言穢語侮辱、甚至不被接待，政府
倒不如考慮一下，警員的加薪幅度是
不是要重新檢討。
經民聯議員吳永嘉強調，自己絕對
支持香港警隊，「香港警隊絕對是一
支高效、專業的隊伍。」香港是法治
社會，希望大家能夠和平理性地表達
意見。「如果大家不尊重相反一方的
看法，就等於抹殺了香港人表達自己
意見，破壞了我們很珍惜的核心價
值，例如言論自由。」
他呼籲大家回歸理性，尊重法治、

尊重社會、關注民生福祉。

■■立法會內未到下午立法會內未到下午
六點就落閘封窗六點就落閘封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示威者昨日示威者昨日早上開早上開
始圍堵立法會始圍堵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廣州創新及科技協會帶領32家
香港創業團隊，在 2019 中國創新創業
成果交易會上與6個廣州的創新創業基
地簽訂合作意向書，共同搭建港穗科
技創新交流合作平台，幫助本港的科
技創新企業在廣州發展壯大。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如火如荼，尤其是鼓勵創
新創業的措施不斷推出，為本港青年
提供前所未見的巨大機遇，本港青年
要看清方向，把握機遇，擺脫政爭，
成就美好人生。

特區政府過去兩年多來，投放了
1100 多億元推動創科產業，目前本港
的始創企業超過2600多家，僱用9500
多人，創科事業正進入黃金期。從昨
日開幕的中國創新創業成果交易會
中，多家香港的創業團隊登陸，涵蓋
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和物聯網等領
域，一些技術甚至達到國際領先水
平，足見本港的基礎科研實力。

但由於本港樓價貴、租金高、人工
高，青年創業的門檻太高。相反，大
灣區擁有廣闊的空間，又有 7000 萬人
口的龐大市場，以香港的科研優勢結
合珠三角強大的製造能力，可以在發
展世界級創科中心上各展所長，共贏
發展。

特區政府和廣東省政府已經循多方
面提供協助，為青年締造更多機會。
粵港兩地政府已達成共識，廣東省將

為在大灣區創業的香港青年，提供與
當地青年同等的創業支援。昨日簽約
搭建的港穗科技創新交流合作平台，
正是將幫助青年創新創業的工作做到
更細緻、更到位，包括提供聯合辦公
空間、企業技術展廳和產品發佈會場
地等，為香港青年打造全方位的企業
孵化服務。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接見港澳各界
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表
示，「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
家強，廣大港澳青年不僅是香港、澳
門的希望和未來，也是建設國家的新
鮮血液。」當前國家經濟快速發展，
繼續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大灣
區建設穩定推進，5G技術的商業化和
普及化，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發展，這
些因素為本港產業升級轉型提供助
力，更有利本港青年融入大灣區，拓
寬發展空間。

香港近年因為政治爭拗錯失不少發
展機遇，如今更需要放下分歧，急起
直追。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大
灣區青年創業的舞台已經搭建，足以
承載本港青年的創業夢想，本港青年
無論為了自己的前途，還是為了建設
香港、貢獻國家，都需要把握機遇，
善用大灣區創新創業的大舞台，
開創更亮麗的前途。

青年看清發展方向 融入灣區成就人生
修例風波持續，有示威者昨日以政府無回應撤回修

例等訴求為由，堵塞道路，更包圍政府總部甚至警察總
部，令對抗局面再升溫。特首林鄭月娥和專責修例的官
員先後真誠道歉，修例風波本應告一段落。示威者提出
的要求不僅荒謬無理，更妨礙司法公正，政府和社會都
難以接受。示威者包圍政府部門、癱瘓公共服務，給公
眾帶來極大不便。這種騎劫民生、犧牲市民利益的激進
抗爭行為，將越來越令人反感、不得人心。

昨日再出現大規模的街頭示威，是因為示威者指政
府沒有回應他們提出的四項要求，包括要求政府撤回
修例、收回暴動定性、撤銷檢控被捕者和追究警察濫
用暴力。這些要求，其實政府已經作出善意回應，也
有既定機制處理，示威者要求全數滿足，根本是強人
所難。

例如，林鄭月娥已宣佈暫緩修例，政府也重申已完
全停止了修例的工作，本屆立法會會期明年 7 月結
束，條例草案將自動失效；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曾就6
月12日有關暴動的說法作出澄清，他表示，當天只要
是和平集會、沒有參與暴力衝擊的人士，毋須擔心遭
以暴動罪檢控；警方使用必要的武力制止暴力衝擊，
具有合法性、正當性、必要性，若有人認為警方使用
過分暴力，可向投訴警察課、監警會等機構投訴，要
求調查。

要求撤銷檢控被捕者，這更加是不合法的，連特首
也無權去做。資深大律師清洪表示，任何執法人員拘
捕涉觸犯刑事罪行的疑犯，在等候調查期間，若疑犯
本身或其他人士要求執法機構甚至特首，不對該等人

士作檢控，已構成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罪行；前刑
事檢控專員江樂士亦表示，特首

不能干預刑事

檢控，否則違反基本法；任何人向特首施壓或干預正
進行的刑事調查，將構成妨礙司法公正，因此特首不可
能同意有關要求。可見，昨日的示威名不正、言不順，
真正目的是要延續抗爭，不讓修例風波平息下來。

示威者曾分別包圍政總、警總、入境及稅務大樓，
另有示威者佔據金鐘一帶的道路，過百條巴士及小巴
線暫停或改道，港島的交通大受影響。因為警察總部
被包圍，灣仔分區有數十個999求助未能即時處理，
嚴重妨礙警方提供緊急服務給市民，連灣仔警署報案
室也要暫停服務。警方肩負維護治安、保障公眾安全
的重任，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妨礙警察執行公務，
行為本身已經違法，更不用說置市民於危險之中，對
香港、對市民都極不負責。

由於示威者包圍，政府總部被迫關閉，灣仔政府大
樓、稅務大樓及入境事務大樓內的勞工處、稅務局、
環保署、水務署多個部門的公共服務受不同程度影
響。公共服務與市民息息相關，服務受阻暫停，市民
必然受牽連。

政府為消除社會對抗情緒，已釋出善意，社會應放
下紛爭，回歸理性。商界、宗教界、社團領袖已紛紛
表示接受特首的道歉，呼籲社會停止對立，恢復正常
秩序。修例問題已不是本港社會最迫切的議題，社會
各界無必要再糾纏爭議，更不應以癱瘓公共服務，甚
至阻礙警方執行公務的違法手段，作為抗爭工具，令
社會進一步撕裂，逼政府接受無理要求。

示威者有不同意見，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來表
達，並要顧及其他市民的感受和需要。政府管治被癱
瘓，公共服務停頓，受害的是普羅大眾，廣大市民絕
對不希望、也不接受這種混亂不堪的情況持續。示威
者應該看清這一點。

示威要求無理 騎劫民生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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