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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7項建議
1.設立旅遊業界失業緊急救濟援助基金
2.提供補貼，讓市民能以優惠價參與本地遊
3.開設臨時職位，如旅遊大使、導賞員等
4.提升進修課程津貼至每日350元，持續進修津貼則提高
至2,000元，並提供半日制或夜間制課程

5.增設大灣區旅遊服務培訓資助
6.給予免景點入場費和提供往返機場及各出入境口岸的車
資優惠

7.糾正現行旅遊條例漏洞，保障持證領隊、導遊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大樓早
前遭暴徒破壞影響，財務委員會已積壓44項涉
及700多億元的撥款項目申請。今日，財會會舉
行新會期首次會議並選舉正副主席。現任主席陳
健波昨日表示，據悉特區政府初步訂下首10項
議程，包括「T2主幹道」、茶果嶺隧道、4間醫
院擴建及重建、興建海水化淡廠、公務員加薪等
純民生議題，並呼籲議員放下情緒，冷靜處理，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財會及內務委員會今日會舉行首次會議，首個
議程均為選出新會期的正、副主席。有意競逐連
任的陳健波和副主席陳振英昨日在記者會上表
示，財會仍積壓涉及700多億元的44項撥款申
請，只要今日順利選出正、副主席，預計可在下
周五（18日）審議項目。

盼議員放下情緒冷靜處理
由於黑衣魔四出肆虐，令今日能否如期舉行會

議蒙上陰影。陳健波透露，特區政府初步訂下的
首10項議程全為民生項目，「明日大嶼」前期
工程撥款並不在此列，希望議員放下情緒，冷靜
處理，讓正副主席選舉順利舉行，以便財會能在
下周五開始審批政府的撥款申請，「而（）家
香港咁亂，我覺得更加需要啲正啲嘅能量，要批
啲錢出嚟。」

倘連任主席「整個會期加會」
他續說，已積壓44項撥款申請倘未能於今屆
立法會完成審批，有關項目就要在下屆立法會從
頭開始審議程序，故他一旦連任新會期的財會主
席，就會「整個會期都會加會」，並由目前每周
4小時會議增至8個小時，以盡快處理各項民生
項目。
就「自決派」議員朱凱廸提出，將公務員加薪
項目中警隊加薪的部分「分開表決」，陳健波表
示，特區政府已拒絕有關要求，他亦認同政府的
做法，指即使有個別警察執法時過激，可循現有
機制處理，而警隊大部分人員沒有處理示威活
動，朱凱廸之議是要「懲罰」整個警隊，是不公
道的。
他並形容，這做法會開「危險先例」，令人擔

心會否日後有議員不滿意學校表現，就要將教育
局職員的加薪分開處理，類似的情況勢將沒完沒
了。
另外，在內會方面，據悉建制派將繼續推舉民

建聯主席、現任內會主席李慧琼連任，副主席則
屬意由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出
任，不會再讓位予公民黨郭榮鏗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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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港
陷入混亂已經4個月，全社會都在為
香港尋找出路。全國政協委員、資深
大律師、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
昨日在會見傳媒時指，現在最恐怖的
就是出現「以民主為名，但霸道為
實」的人，社會要用討論的方式解決
問題。他建議要向年輕人解釋犯法的
後果，並呼籲全社會勇敢站出來發
聲，不再容忍和縱容暴力行為。
胡漢清直言，「反修例」的行動至

今已經嚴重變質，早與「修例」完全
無關。事實上，遊行示威的自由有底
線，即不能妨礙他人的言論自由、出
行自由、謀生自由等，如今香港已經
跌入深淵，如果繼續墮落，得益的只
有外國勢力。

倘再引緊急法 應先立會諮詢
針對如何破解困局，他建議特區政

府即時開始「全面運作」，行政、立
法、司法部門密切合作。在行政方

面，公務員團隊要恪守政治中立原
則；立法方面，倘再引用緊急法制定
規例，應先在立法會諮詢，立法會議
員亦應履行職責，代表市民發聲，尤
其煽暴派議員不能「不合作」；司法
方面，律政司要積極解釋《禁止蒙面
規例》等。

籲港府助學校推基本法教育
政治暴力正嚴重入侵校園，學生亦

是街頭暴力「前線」的主力。對此，

胡 漢 清 認
為，目前的
問題是無人
向年輕人解
釋犯法後有
何 法 律 後
果，而社會上又出現了「以民主為
名，但霸道為實」的人，故建議特區
政府協助學校進行基本法教育、國民
教育，並教導青年當行使公民權力的
同時，亦要承擔法律責任。

胡漢清：有人「民主為名 霸道為實」

■胡漢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暴力衝擊事
件持續，香港旅遊業迅即步入寒冬，本月首一
星期，訪港旅客人數按年減少一半，出境旅遊
人數亦跌兩三成，「十一黃金周」的訪港旅行
團大跌九成，旅遊從業員「手停口停」，有導
遊已兩個多月「冇工開」。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麥美娟和旅遊業相關的屬會代表昨日向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提出7項建議，包括仿
效澳門早年的救市方案，推出團費20元的
「香港人遊香港」本地遊。邱騰華回應，任何
能「撐企業」、「保就業」的建議，特區政府
內部都會討論。

籲仿效澳門早年做法
工聯會與業界代表昨日向邱騰華提交了7項
建議（見表）。香港專業導遊總工會主席余莉
華會後透露，業界的建議之一，是仿效澳門早
年的做法，推出名為「香港人遊香港」的本地
遊計劃，在政府補貼下，市民只需付20元團
費便可暢遊香港名勝景點，從而催谷旅遊業，
帶動餐飲、旅遊巴、零售等各方面的經濟。
她認為，此計劃有助港人重新認識香港，
「透過聘請合格、持證導遊帶領旅行團，可以
讓市民以優惠價參加旅行團，鼓勵市民在本地
遊覽。」
香港外遊領隊協會主席陳兆麟指出，特區
政府早前推出的「特別．愛增值」計劃有助提
升從業員的知識和技能，透過計劃的資助，至

少能保持「買個麵包食住，頂住肚先」，但計
劃的不足之處是，課程硬性規定為全日制。他
們建議政府應提供半日制或夜間制的課程，以
便「開工不足」的從業員就讀。

邱騰華：政府內部作討論
邱騰華在會後回應「香港人遊香港」建議

時表示，特區政府會考慮所有能協助業界的建
議，本地旅遊過往亦存在，但如何推廣，重點
是能夠惠及本地的導遊，主要對象是導遊，是
因為本地遊通常不需要領隊，如何令導遊發揮
作用，我們會在政府內部作討論。
他續說，特區政府會尋求匯聚、調撥現有
的不同資源，集中推出一系列資助津貼措施協
助業界，例如調撥原先用作舉行大型活動，但
因種種原因而導致活動延期或取消的資源、調
撥旅發局現有的資源等，並透露財政司司長和
該局就有關問題進行過跨部門討論。「未來，
我們在聽取眾多不同意見後，會討論如何匯集
現有資源來協助大家。」
邱騰華還透露，由上周至今，他分別會見了
不同黨派和議員、旅遊和酒店相關的業界代表
見面，討論協助業界渡過難關的措施，而許多
旅行社都表示，在情況許可下都不希望結業或
裁員，而他們的共同意願就是希望香港的暴力
衝突可以停止，社會秩序可以同時恢復，「唯
有香港繼續成為一個安全城市，才能令遊客繼
續來港，而香港人外遊方面亦能重拾信心。」

本月首周旅客減半 工聯倡20元本地遊

■左起：余莉華、麥美娟、梁芳遠、陳兆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建宗在記者會上總結4個月來的暴
力衝擊時表示，讚揚警方在前線執

行抗暴任務表現出色，並強調每次暴力
衝擊事件發生後，政府人員、港鐵以及
各界人士都在背後做了不少工作，「警
方並非單打獨鬥、孤身作戰。」
他還反駁所謂「警員蒙面是特權」的
說法，強調警員「蒙面」是有實際行動
需要，且並非全部警員都不能辨認身
份，市民若要投訴，即使沒有警員編
號，提供地點和時間亦可以追究。「警
員工作壓力巨大，有些在長周末要工作
30小時去處理示威衝擊挑戰，希望市民
互諒互讓。」

張建宗：被捕16歲以下104人

張建宗並對愈來愈多年輕人參與暴力
行為感到震驚及痛心：在被捕的2,379人
中，有104人是16歲以下，18歲以下就
有約750人，並呼籲家長、教師及社會各
界，勸喻年輕人不要參與非法暴力行
為，遠離警方防線，以免前途盡毀。
全港道路及鐵路網設施遭受大規模破

壞，多個港鐵站要封閉，甚至一度要全
線暫停運作，陳帆在記者會上回應說：
「激進示威者大肆破壞港鐵的設施，港
鐵最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全線暫停
運作。」
他指出，即使平日沒發生攻擊破壞事
件，港鐵職員都會在每晚收車後作例行
檢修，有大量檢查和測試，以確保運作
安全。在目前的環境下，港鐵要讓工程

人員在較少壓力、較多時間的環境進行
檢修工作，「要以市民安全為先，作出
提早收車、停止運作的決定時，我們唯
一要考慮的就是安全，絕無其他考
慮。」
陳帆並提到，全港2,000多組交通燈
中，有400多組受到干擾破壞，現時仍有
幾十組尚待維修，主要電線被截斷，燈
頭和系統組件被毀，對駕駛者和行人特
別是長者和傷殘人士構成嚴重威脅，呼
籲市民不要破壞交通設施。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在過去

一段日子，共有6間地區政府合署遭破
壞，包括九龍城、深水埗、上水、屯門
等遭縱火、灌水等。他強調，政府合署
不僅供公務員上班，亦向市民提供公共

服務，包括母嬰健康服務、牙科診所
等，而每月約有20萬人次使用政府合署
服務，暴力破壞行為直接影響市民日常
生活。他說：「老弱婦孺是無辜的。」

陳肇始：清潔工百上加斤
暴徒到處堵路塗鴉掟雜物，清潔工人

也疲於奔命清理。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
肇始表示，食環署清潔工人由於要清理
示威區的街道，經常需要通宵額外工
作，「食環署現時每日派出約8,000名清
潔工人提供公眾潔淨服務，遊行示威大
大加重了他們的工作量。為了盡快回復
市容，清潔工人需在短時間內應付額外
工作，實在是對他們的工作百上加
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持續4個月的暴

力衝擊使香港變

得滿目瘡痍，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

在昨日的政府跨

部門記者會上表

示，對有年輕人因參與非法集結、違

法暴力等行為被捕感到震驚和痛心。

針對黑衣魔肆意破壞，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坦言，基於安全考慮，港鐵

近日不得不提早收車，以便盡快修復

設施。他慨嘆：「香港是我們的家，

為何要破壞？我到現在也想不明……

好多不滿其實可以透過和平渠道反映

和表達。」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則

表示，6間地區政府合署遭破壞，影

響了母嬰健康服務、牙科診所等公共

服務：「老弱婦孺是無辜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黑衣魔大肆毀壞

各區的鐵路網設施，令市民出行不便。失明人協
進會會長莊陳有昨日表示，交通工具及設施受
損，令殘疾人士外出遊行表達意見的權利亦遭剝
削，希望「示威者」在行動前「要考慮人道主義
的底線」。
港鐵設施及不少交通燈近日被破壞，令殘障人

士外出困難大增，莊陳有在電台節目上指，殘疾
人士經過多年爭取設立傷殘設施，近年港鐵亦提
供了相關服務，「好多時傷殘人士習慣了的路
線，好難一時改變，不能說改搭巴士就能改到，
而的士又貴。」
不過，他稱港鐵近日在關閉出入口的指示不清

晰，應加派人手疏導，更企圖繼續討好暴徒，稱
自己關注暴衝事件中「被捕兒童和青少年的權
利」，更在搜集個案向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提
交報告，希望國際聲音可對政府「構成壓力」云
云。

■陳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莊陳有：設施受損 殘疾人外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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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物損毀概況
遭攻擊港鐵車站

重鐵站：83個
輕鐵站：42個
車站設施受損

入閘機：1,200部
售票機：1,200部
閉路電視：900部
升降機：40台
（有信號系統被破壞；站長室、控制室遭
焚毀）
全港道路設施受損情況

交通燈：400多組 (佔全港兩成)
路旁欄杆：4.2萬米(相等於一場馬拉松)
行人路路磚：2,600平方米
設施被塗污：1,700多個
政府建築物遭破壞

地區政府合署：6間 (包括九龍城、深水
埗、上水、屯門、沙田等)

■邱騰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