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批准辯論勞工及
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的動議，由立法會
決定是否容許將涉及增加4周產假的僱
傭條例修訂草案，不交付內務委員會
處理，而交由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
但討論期間因為人數不足而流會。將
有關動議交付事務委員會處理是逼不
得已的辦法，更是反對派無底線拉布
所致。反對派連延長產假都阻攔，罔
顧市民福祉到了毫無底線的地步。廣
大市民要看清反對派政棍的真面目，
必須讓他們損害市民福祉的劣跡「票
債票償」，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用手
中的神聖一票將他們踢出立法會。

羅致光提出的動議，不違反議事規
則及法律，亦不削弱立法會審視功
能，是無辦法中的可行辦法。反對派
肆意拉布，導致內會已經浪費了11次
會議，3個多月仍未能選出正副主席，
導致內會「停擺」，政府提交及將提
交的共32項法案至今仍未獲處理，其
中包括工聯會以及社會各界已經10多
年爭取，勞資和政府三方已取得共識
的 《2019 年 僱 傭 （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該條例草案，旨在將《僱傭條
例》下的法定產假由目前的10個星期
增加至14個星期。粗略估計，法例通
過後，每年將有約 27,000 名女性僱員
受惠。條例草案爭議性不大，加上本
港自 1995 年後，沒有修訂過涉及孕婦
勞工權益的法例。反對派癱瘓立會罔
顧市民福祉，每拖一日就會有150名產
婦受影響。

政府將延長法定產假的議案直接交
由人力事務委員會審議，並非刻意破

壞行政立法關係，不尊重議會，完全
是因應反對派瘋狂拉布的變通措施。
如果內會能順利選出主席運作，政府
根本不需要用此方法，現在的出發點
是維護市民福祉。

反對派拉布癱瘓議會、狙擊施政已
經失去理智，連受到市民歡迎的延長
產假議案都阻礙，更可惡的是，他們
還顛倒是非、倒打一耙，反過來指責
政府開「壞先例」，是搞「小動作」及「旁
門左道」違規。反對派製造流會後見記
者，公民黨陳淑莊振振有詞聲稱，政
府今次做法是修例事件的翻版，擔心
會是日後23條立法的前奏，「泛民」是
為了香港頂住惡法，內會一路選不到
正副主席，是因為見到政府的國歌法
正蠢蠢欲動交付處理。將一條民生議
案與23條立法相提並論，暴露反對派
重施反修例風波的故伎，事事高度政
治化，恐嚇市民，撕裂社會，企圖延
續、激化修例風波所造成的矛盾，讓
香港持續陷入政爭不息的困境。

經過修例風波衝擊，反對派政客與
暴徒完全喪失基本的民主精神，齊上
齊落，議會暴力和街頭暴力互相配
合，漠視民生，將議會變成政治角力
場，將市民福祉當成搞亂香港的政爭
工具。反對派在議會內肆意拉布、流
會，可以預見更多經濟民生法案難以
在今個立法年度通過，必然嚴重影響
經濟民生，市民慘成犧牲品。善良的
市民要看清楚，亂港政客騎劫議會，
根本是香港民主自由和民生的最大危
害，必須用選票懲罰他們，扭轉香港
空轉沉淪的局面。

反對派癱瘓立會損害市民福祉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日拜會特首林鄭月娥，

雙方達成四個「進一步」的共識：齊心協力把香港
的事情辦好、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維護繁榮
穩定、止暴制亂維護香港法治、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這些都是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的共同使命、共同
目標，亦必須共同努力落實。駱惠寧與林鄭月娥強
調，要按照中央要求，以四個「進一步」開展今後
工作，這是新一年香港撥亂反正、重回正軌的良好
開端。社會期望並且相信，中聯辦和特區政府精誠
合作，香港一定能重回正軌，再創輝煌。

駱惠寧與林鄭月娥會面時，對林鄭月娥帶領特區
政府恪盡職守，全力止暴制亂、穩控局面表示敬
意，表明中聯辦將一如既往，充分尊重、全力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顯示中聯辦和特區
政府會真誠合作、迎難而上，努力為香港帶來新氣
象。

早日回復正常秩序、讓香港盡快走出困局，是中
央政府和港人的共同願望。駱惠寧與林鄭月娥在會
面中都認同，要按照中央要求，進一步貫徹落實好
「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進一
步推進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工作，維護香港法治；
進一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進一步加強溝通合作，更好履職盡責，共同把
香港的事情辦好。這四個「進一步」，正是實現港
人共同願望、最符合香港利益的核心要義，也是中
聯辦和特區政府各盡其職、不負中央和港人所託的
工作方向。

「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
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
度安排。持續 7 個月的修例風波企圖動搖「一國兩
制」根基，鼓吹「港獨」，後果必然損害香港繁榮
穩定。中聯辦和特區政府責無旁貸要進一步貫徹落
實好「一國兩制」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彰顯「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激勵
港人始終堅定「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確保「一

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
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修例風波引發曠日持久的違法暴力，嚴重傷害香
港的法治安定。「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
居樂業的家園？」 儘管目前暴力看似有所收斂，但
並未根本平息，止暴制亂工作絕不可鬆懈。中聯辦
和特區政府強調進一步推進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工
作，維護香港法治，說明雙方都看到並抓住當前香
港最核心的問題。過去大半年的事實證明，暴力氾
濫、法治不彰，受傷最深重的是香港和港人自己，
唯有堅決依法止暴制亂，香港才能真正重回正軌。

修例風波暴露出長期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包括
土地房屋、全民分享、青年出路等問題，都需要通過
加快發展來尋求從根本上解決。中聯辦和特區政府都
強調，進一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這正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必由之路。香
港社會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把握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主動融入國家發展，運用
好中央源源不斷推出的各項惠港政策，為港人尤其是
年輕人提供發展空間，增強港人的獲得感、幸福感，
才能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駐港機構，是廣泛聯繫香港
各界的重要渠道和促進兩地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橋
樑；特區政府則是中央落實對港全面管治權的最重
要依靠，特首要向中央和香港負責。由於修例風波
衝擊，本港正面對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挑戰，更需要
中聯辦和特區政府攜手共進、克服困難。中聯辦和
特區政府強調，進一步加強溝通合作，更好履職盡
責，共同把香港的事情辦好，這是雙方共同的使命
和職責，也是落實其他三個「進一步」的保障。

新年新開始，新年新希望。港人相信，在中央的
重視、關心、支持下，有強大祖國作堅強後盾，有
香港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中聯辦和特區政府加強
合作，必可激勵全港各界再接再厲，推動香港早日
重回發展正軌。

落實好四個「進一步」 香港重回正軌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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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悼念」要帶藤盾？ 泛暴議助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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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魔前晚聚眾將軍澳生事 掟磚堵路毀交通燈

香港各大學多次
成為黑衣魔的「戰
略」據點以至「兵
工廠」，警方依法
驅散及採取拘捕行
動。不過，港大學

生會絲毫不提黑衣魔破壞在先，昨
日竟向警方發出律師信，稱警方履
行職務是「嚴重破壞校園安寧」，
又要求警方停止在沒搜查令下入校
執法，「否則會展開法律行動」云
云。不少網民恥笑港大學生會，
「港大幾時開始歸學生會管轄？究
竟D（啲）人知唔知醜！」
身為黑衣魔的同路人，香港各
大學的學生會袒護、煽動甚至參
與暴行，更勾結黑衣魔以大學校
園為據點，在四處破壞後隨即逃
入校園躲避警方的追捕。眼見暴
徒蹂躪香港，警方豈能坐視不
理，遂依法採取行動，惟有關的
學生會竟稱要以「法律行動」支
援違法者。
港大學生會昨日在fb發帖稱，已
向警務處處長鄧炳強發律師信，要
求警方停止一切進入校園的執法行
動。該會對黑衣魔破壞社會安寧甚
至損傷人命視而不見，反而稱警方
在欠缺「法律基礎」的情況下拘捕

所謂「學生」、「嚴重破壞校園安
寧」、「對港（大）師生之人身及
財產安全構成威脅」云云。

威脅「或展開法律行動」
學生會更威脅稱，若警方在沒

有法庭頒付的搜查令進入
校園執法，並停止
危害港大師生
的「不
合 理
武
力 」 ，
將會「不
排除展開法
律行動」云
云。
有關言論無異

於「開宗明義」要
將大學「升級」為
「法外之地」，讓黑
衣魔逍遙法外。不少網 民嚴厲
批評以至恥笑該會所為。「Wing
Chung」批評學生會「扮大佬」：
「港大幾時開始歸學生會管轄。究
竟D（啲）人知唔知醜。」「Sam
Chow」狠批，「學生會話晒事？
真係痴（癡）人說夢話。」
「陳幸美」諷刺港大生浪費公

帑：「請問你們幾時
做咗獨立學校呀？早響

呀，費事曬（晒）嘥立（納）稅
人咁多年啲錢去支（資）助你間大
學啦！」「Yvonne Chan」亦質
問：「幾時變了法外之地？」
在去年11月中大校園被暴徒強佔

淪為「武器庫」期間，中大學生會
亦曾向法院申請禁制令意圖禁止警
方入校執法，但有關申請被駁回。
學生會即時提出上訴時，亦被法官
駁回。

高院法官陳嘉信當時在判決中
指出，警方有責任及義務用盡可
行的方法去維持社會安寧、防止
罪行發生及保護市民財產。在普
通法中，警方也獲賦予權力進入
私人地方，以保障社會安寧。只
要有合理理由相信或會有構成破
壞安寧的情況出現，警方便有權
根據《公安條例》第十七條驅散
在任何地方舉辦及任何種類的公
眾集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蕭景
源）黑衣魔自修
例風波的7個月
以來不斷進行打
砸燒等暴行，砸
毀交通燈更是家
常便飯。至上
月，因交通燈被
破壞的路口發生
了20宗有人受傷車禍，共釀成41名市民受傷。日前，兩名初
中學生在觀塘區涉刑毀交通燈上的行人過路發聲裝置，警方掩
至將兩人拘捕，並嚴厲譴責別有用心者煽動年輕人參與犯法活
動，嚴重影響視障人士使用過路設施，破壞社會安寧。
兩名分別13歲及15歲的初中生，於周日（5日）凌晨近1
時，被途人發現他們在觀塘翠屏道一個行人過路處，用木棍擊
毀交通燈上的行人過路發聲裝置，嚴重影響視障人士使用行人
過路設施。
衝鋒隊警員接報掩至，在附近截停兩人，經調查相信兩人是
受別有用心者煽動犯案，並因涉刑事毀壞罪名被扣查。
警方昨晚透過網上平台透露，去年6月至12月，全港18區
共740組交通燈被暴徒惡意破壞。其中油尖旺最嚴重，共121
組交通燈被破壞，佔區內五分之一燈組，個別交通燈更重複遭
破壞達17次，總維修費高達4,000萬元。
有交通燈毀壞的路口意外頻生，其間共發生20宗涉及市民

受傷的交通意外，受傷人數多達41人，數字尚未包括無人受
傷、或無報案的輕微交通意外，絕大部分意外發生在油尖旺、
深水埗及九龍城。
警方譴責暴徒一瞬間的暴力發洩，換來大批無辜市民在其後

的交通意外中受傷，或人車爭路，險象環生。而受損交通燈，
亦要花大量公帑修復，這種自私行為，絕非任何文明社會所容
許。警方除全力確保交通暢順及安全外，亦絕不姑息破壞社會
的罪行，會努力將其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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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在將軍澳再次破壞交通燈。電視截圖

出信阻警入校執法 學生會管轄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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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悼念活動」持續至前晚 9時
許，約30名黑衣魔將屋邨內的傢俬雜

物搬到唐明街及唐俊街堵路，40名防暴警員
到場移開路障，但遭大批蒙面人爆粗辱罵。
其後，黑衣魔又在PopCorn商場外十字路

口堵路，將磚頭擲出路面，至晚上10時
許，防暴警舉藍旗指眾人非法集會，要求在
場者返回行人路。不過，有人向警方防線擲
膠樽，警方舉黑旗警告後施放催淚煙。

晚上10時40分，便衣警在尚德邨施放胡椒
噴劑和催淚劑制服兩名男子，包括西貢尚德選
區區議員李嘉睿的28歲男助理葉嘉榮。李嘉
睿晚上約11時在社交網站稱，他的一名義務
議員助理因持有藤盾，被警方指藏有攻擊性武
器，被警員噴有藍色顏料的催淚劑拘捕。
消息稱，另外一名被捕的18歲男子，為

香港知專學生，警員在其身上發現萬用刀和
手套等工具。在尚德邨一帶聚集叫囂的人

群，與防暴警對峙多時至凌晨2時始散去。

稱藤盾為草帽 黃媒圖抹黑警
網媒「加山傳播 DB Channel」在報道葉

嘉榮被捕消息時，聲稱警方質疑當時葉嘉榮
持有的「草帽」為攻擊性武器而拘捕對方，
企圖抹黑警方。
葉的「同路人」、「熱血公民」副主席鄭
錦滿發帖批評有部分媒體「降格別人的行

動」，「例如昨（前）晚葉嘉榮手持的明明
是藤盾，偏要形容為草帽，然後製造一種黑
警連戴草帽都拘捕的荒謬。」不過，他聲
言，該盾牌是「於危難時刻保護街坊」的
「防具」云云。

另一18歲男涉非法集結
警方表示，前晚約10時有激進示威者在

將軍澳尚德邨一帶非法集結，當中有示威者

於唐明街一帶以磚頭及雜物堵路，並破壞交
通燈。警方多次警告在場者離開，但部分示
威者拒絕聽從指示，警方遂採取拘捕行動，
於上址共拘捕兩名男子，當中一名28歲男
子涉嫌非法集結及襲警，另一名18歲男子
涉嫌非法集結。
案件交由將軍澳警區重案組第二隊跟進。被

捕男子現正被扣留調查。另外行動中有一名男
警務人員受傷，清醒被送往將軍澳醫院治理。

約200名蒙面人，前晚借悼念在將軍澳尚德邨停

車場墮樓的科大生周梓樂離世兩個月，其間有黑

衣魔聚集搞事，在街上投擲磚頭、放置雜物堵路

及破壞交通燈。防暴警員在行人天橋舉黑旗警告

及驅散，其後有便衣警採取拘捕行動，一名男警

制服疑犯時遇襲受傷。西貢區泛暴派區議員李嘉

睿的助理葉嘉榮涉嫌非法集結及襲警被捕，另有

一名18歲香港知專學生涉非法集結被捕。

■鄭錦滿批評部分媒體稱藤盾為「草帽」。
fb截圖

■防暴警在尚德邨外截查黑衣蒙面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防暴警搬開黑衣人堵路的傢俬防暴警搬開黑衣人堵路的傢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李嘉睿稱，他的一名義務議員助理因持有藤盾，被警方
指藏有攻擊性武器，被警員噴有藍色顏料的催淚劑拘捕。

幫港出聲fb截圖

■不少網民恥笑港大學生會，
港大幾時開始歸學生會管轄？究竟啲

人知唔知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