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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開始，泛暴派打着「和你」（有攬炒意思）系列，不斷拖市民落
水，眾所周知的就是「和你suck」（堵塞道路，不能讓市民返工）、「和你
排」（選舉時召集無投票權的人排隊，不讓人投票）和「和你lunch」（於午
飯時間在中環聚眾叫囂）。無時無刻都見到這些「和你」行動，真的惹人討
厭！
特區政府基於安全考慮，防範泛暴派藉故生事，不得已取消恒常的新年慶祝

活動，包括除夕夜煙火倒數、年初一花車巡遊和年初二煙花匯演。同時，特區
政府亦取消了每年在各區年宵市場中乾貨攤位。泛暴派隨即發難，發動名為
「和你宵」的行動，大搞「黃色經濟圈」，兼且散播違法抗爭思潮。

「和你宵」涉非法改動工廈用途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不對「和你宵」是否能夠帶動「黃色經濟圈」作任何評

論，聚焦探討「和你宵」有否違反香港法例。「和你宵」行動大都在工廠大廈
舉辦，主辦者通常利用了工廈一、兩個單位，分成多個乾貨攤位，分租給黃絲
支持者擺賣貨物。
首先，工廈單位臨時分拆數個攤檔，供人租借、擺賣貨品，是否已違犯法

例，擅自更改工廈用途？地政總署近年已透過不同途徑，宣傳非法改動工廈用
途違法。事實上，「和你宵」正如街邊的無牌販檔一樣，經常搬來搬去，目的
就是不讓食環署發現。
光明正大的人，不會怕人知，「身有屎」的人才擔驚受怕、鬼鬼祟祟。主辦

單位在各區舉行「和你宵」，目的就是逃避執法部門追查、檢控。如政府執法
不嚴，「和理宵」勢必肆無忌憚非法擺賣。
再者，「和你宵」場地內擺賣的攤檔，與無牌小販一樣。街道上的無牌小

販，食環署會查封，為何工廈內的「和你宵」可逍遙法外？有報章報道，在
「和你宵」場地內，有攤位檔主向在場人士非法售賣熟食，如涼拌麻辣雞絲、
拍青瓜及鮮奶木瓜燉桃膠等食物。
筆者不知道這些攤檔是否已領有食物製造廠牌照，但如果有人食了這些食

物，健康出現問題，應向誰追究責任？去年6月至今的反修例風波，食環署給
人印象是辦事不力，沒有對非法張貼政治單張的人進行檢控。如今，食環署須
以保障市民的健康為目標，對「和你宵」場內的攤檔，嚴厲執法，進行檢控。

食環署須對「和你宵」嚴格執法
筆者在「連登討論區」上看到，參與「和你宵」需要購買門票，聲稱是「幫

補」場內攤檔。主辦單位明顯打算「收兩家茶禮」，確保自己有穩定的收入。
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172章），任何人如在任何場所舉行《條例》
所規管的「娛樂」（包括音樂會、展覽、賣物會及為遊樂而設計的機械裝置
等）讓公眾入場，不論是否收取入場費，均須向食環署申領公眾娛樂場所牌
照。筆者曾主辦類似活動，向食環署申請相關文件，需時兩個多月和需要提交
大量文件。「和你宵」主辦單位有無辦妥審批手續，筆者不作解答，留待讀者
思考。

去年6月至今，除了警隊積極止暴制亂、維護法治外，未見其他部門積極作
為，泛暴派有恃無恐進行破壞。如果政府能夠團結一致，向泛暴派行為「say
no」，積極檢控，將有效打擊暴力，令香港得以回復正軌。泛暴派政客中有不
少來自法律界，明知「和你宵」違法違規，但他們仍公然支持，知法犯法，罪
加一等。政府必須嚴厲譴責「和你宵」，更要執法禁止。

張 樂

修例風波引發的亂象已持續超過半年，社會嚴
重撕裂，敵我分明。這段日子裡，眾人皆否定社

會多元的可能性，只希望打倒政見不同的「敵人」。踏入2020
年，社會情況漸趨平靜，可是商戶結業潮逐漸浮現，不同政見的
人依舊互不理睬，對峙下去只會令香港繁榮不再，全體市民利益
受損。接下來，社會各界必須修補關係，共同為香港尋覓出路。

香港生活成本高昂、上樓難令青年普遍認為自己只是為富人打工，難以享受
到社會發展成果，缺少上流機會。特區政府必須釋出善意，為青年提供上流空
間才可以令他們放下成見，促進社會和諧。政府目前宣佈的多項紓困舉措，難
以惠及高學歷卻薪金平平的「夾心青年」。這個群體有想法，了解自身的實際
需要。若政府能為他們在政治上建立晉升階梯，提供列席重要會議和表達意見
的空間，他們可有效協助政府制定出具效果的政策，同時能令「夾心青年」覺
得被重視及獲益而減少怨氣。
此外，香港青年工作也必須進行優化。現時，不同團體都會組織香港青年到

內地參觀知名企業，青年的行為容易受到朋輩影響，在交流團加入與內地青年
互動的部分，可以令兩地青年建立起聯繫，日後能進行互訪交流，逐步樹立起
國家觀念。粵港政府亦需要優化現有就業、創業措施，社會各界全力配合執
行，使青年在了解內地真實一面後能真正「落地」，以他們的國際視野和創新
思維參與國家發展。
香港作為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肯定存在着不同的聲音。只有各持份者互相

協商，以不違法的手段表達意見，政府公平合理地分配資源才可以逐步修補社
會撕裂。正如中聯辦駱惠寧主任所言，大家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堅持利用好
「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必定能再次騰飛，各人將迎來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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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 齊心續寫香江新篇章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新春酒會以《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

為題發表講話。駱主任提到，回望過去，不同語言，不同

信仰，不同習俗的人們相聚獅子山下，「拋開區分求共

對」，攜手為香港這個家打拚奮鬥，才有了今天璀璨的香

江傳奇；當前，儘管局勢還沒有完全穩定，但香港精神一

直在，香港優勢仍然在，國家支持始終在，我們對香港這

個家重回正軌，早日復元充滿信心。駱主任的話坦誠直

白，接地氣、表真情、暖人心，激勵700萬港人堅持「家

和萬事興」的理念，發揮好「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守

護好法治文明的核心價值，實現好繁榮發展的美好心願，

獅子山下同舟共濟，踏平崎嶇，再寫香江繁榮穩定新篇

章。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上世紀70年代製作的系列電視劇《獅子山下》，
講述了香港幾代人為生活砥礪打拚的故事，其同名主
題曲中有膾炙人口的歌詞：「同舟共濟，拋棄區分求
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等，
這是獅子山精神的象徵。數十年來，香港人就是發揚
這種精神努力拚搏、創造東方明珠的傳奇。獅子山精
神代表了香港人肯捱敢拚的奮鬥精神，縱使面對逆
境，只要大家共同勉勵，互助共濟，再大的困難，也
能克服，最終轉危為機。駱主任酒會講話中引用《獅
子山下》的歌詞，不但體現了駱主任對香港的真誠和
真情，更讓港人倍感親切。

形成「認同一國、珍惜兩制」共識
「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的由衷呼喚，貫穿了駱

主任的講話，也代表了所有真正關心香港、愛護香
港人士的共同心聲。駱主任從三方面闡述如何

「共同珍惜香港這個家」，啟發香港寫好「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的新篇章。
第一，是「發揮好『一國兩制』的最大優勢」。

眾所周知，「一國兩制」順利解決了香港回歸的問
題，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最有利於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十九屆四中全會將「一國
兩制」作為國家治理必須長期堅持的十三條顯著優
勢之一，充分體現了中央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
心和決心堅定不移。香港落實「一國兩制」不是權
宜之計，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一方面必須始終
準確把握「一國兩制」正確方向，堅定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的憲制秩序；另一方面，香港實行不同於內
地的制度，社會多元開放，基本法保障港人享有高
度的結社、言論、集會、遊行等自由，尊重不同的
政治取態。正因為如此，香港不管什麼樣政治光譜
的人，都應形成「認同一國、珍惜兩制」的共識，

這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大前提，也是港人的福祉所
繫。駱主任的這番講話，充分顯示中央理解並且尊
重香港的政治現實。
第二，是「守護好法治文明這一核心價值」。駱

主任指出，在香港這個多元化社會，市民對社會問
題有不同看法很正常，但不能走極端、更不能搞暴
力；突破了法治和文明的底線，只會給社會帶來災
難性的破壞。

守護法治文明核心價值
歷史清楚表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

界、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
義。香港的經濟發展是伴隨法治進步而得以騰飛
和持續的。以史為鑒，可以預知興衰。過去大半
年，法治不彰，暴力橫行，文明崩潰，警示我們
要慎防香港「自殘」、由盛轉衰；珍惜和維護香

港法治文明、抵制一切暴力，才能保證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
第三，是「實現好繁榮發展這一美好心願」，抓

住解決香港問題的關鍵，也傳遞了中央對香港的期
望和要求。香港所有的深層次矛盾，在修例風波中
暴露無遺，沒有人可以迴避。若抱着「攬炒」的心
態，香港只會走向沉淪。社會各界需要群策群
力，用寬容之心和建設的態度，尋找有效的解決
辦法。
發展是破解香港各種深層次矛盾的金鑰匙，也是

必須聚焦的第一要務。國家持續快速發展為香港帶
來無限機遇和強大動力，牢牢抓住「一帶一路」倡
議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歷史機遇，才能為港人特
別是香港青年開拓發展的空間，不斷提升港人的獲
得感、幸福感，齊心協力把香港這個共同的家園建
設得更加美好。

外圍經濟充滿變數，社會事件仍未平
息，本港基層市民的生活壓力有增無
減，經民聯早前向特區政府提交一系列
紓困建議。我們樂意見到，行政長官在
1月14日公佈推出新一輪民生紓困措
施，10項措施總額涉及約100億元，包
括採納經民聯關於放寬兩元乘車優惠津
貼至60歲人士、為輪候公屋的一些合資
格人士提供現金津貼等，預料可惠及過
百萬名基層市民，希望有關部門能夠盡
快落實，亦期待立法會從速審議，讓市
民早日受惠。

重建舊屋邨好處多
在上述民生紓困措施中，有三項涉及

市民的住屋問題，包括為輪候公屋超過三
年的合資格住戶提供現金津貼、研究針對
「劏房」推行租務管制的可行方案，以及
進一步增加過渡性房屋，均屬於短期的治
標措施。事實上，經民聯曾經向特區政府
提出有效增加公營房屋的建議，例如研究
開發邊緣綠化地帶興建公屋，又例如重建
19條高齡公屋屋邨。我和經民聯朋友曾
實地考察一些建議重建的老舊屋邨，運輸
及房屋局陳帆局長也曾應邀一同考察。然
而，行政長官於今年《施政報告》第17
段中表示，對於重建舊屋邨的建議「原則
上並無異議，但實行上述建議會在短期內

減少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目」。所以，
本人在日前立法會舉行的行政長官答問會
上，詢問為什麼政府仍未積極考慮重建這
些高齡公共屋邨，而有關在邊緣綠化帶建
公屋的研究，何時才會重啟？特首表示，
當局現時正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所提出的
一些建議，多管齊下去推行，也認同重建
舊屋邨有很多好處，問題是在一個適當的
時候去重建以達至效益。我隨即指出，經
民聯建議重建的舊屋邨根本是在現時政府
的公共屋邨建設計劃以外，並不會拖慢現
時的興建；而且如果能夠增加地積比率，
除了可以原區安置居民，亦可以供應更多
新單位給輪候市民，這是多贏的做法，促
請政府在這方面慎重考慮。
同樣重要的是，在目前相當不利的政

治環境下，究竟特首如何才能落實今年
《施政報告》裡提及的各項政策承諾呢？
單是這次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已顯得極不正
常，很多建制派議員希望能夠提問實質的
問題，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反對派議員搗
亂和干擾。行政長官坦承這個也是她近日
非常擔憂的問題，因為立法會有它的憲制
功能，包括審批由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
通過《財政預算案》、透過財務委員會批
准撥款進行工務工程和其他需要動用政府
開支的項目。可是，本年度立法會在去年
10月復會之後，因為非建制派議員肆意

阻撓，形成了接近癱瘓立
法會和它其下委員會的極
端惡劣情況。

工程撥款影響市民福祉
另外一個令本人和工程業界十分擔心

的，當然是工務工程撥款。上一立法年度
工務小組通過審議提交的工程建議共
1,402億元，但財委會未及批款的，超過
700億元。今年度財委會復會以來，只批
准了其中約337億元，其餘仍有待處理。
工務小組本立法年度運作至1月15日為
止，共舉行了8次審議工程項目的會議，
通過了9個議程項目，共需撥款約207億
元，仍有待財委會正式通過撥款。工程建
造界整體工作量不足，情況越來越嚴峻！
行政長官指出，當局會盡最大的努力，提
交項目供討論、出席議會回答議員提問、
提交補充資料回應議員的關注，但最終審
批權是在立法會。
我相信廣大市民都同意，社會各界必

須共同努力，讓議會能夠早日恢復正常
運作，爭取在未來六個多月的時間、即
本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為市民謀福
祉，多做實事。特區政府須標本兼治，
盡快切實恢復社會秩序，重新聚焦發展
經濟，才可以進一步「撐企業，保就
業，惠民生」，落實各項施政承諾。

須標本兼治落實施政承諾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上星期，特區政府宣
佈動用100億元經常開支
推出十項民生政策新措
施，包括「2 元乘車優

惠」受惠年齡由65歲下降至60歲；改
革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把普通及高額津
貼合而為一，每月津貼額劃一為3,585
元；逐步增加法定假期至17天；為低收
入人士代供強積金；改善政府外判員工
的待遇；多增加5千個過渡性房屋單
位；為非公屋非綜援低收入住戶提供現
金津貼；研究推行劏房租務管制；為失
業人士及就業不足人士，提供有時限的
現金津貼等等。

豪擲百億，氣勢磅礴，但其實並不新
鮮，部分更是建制派政黨、智庫組織多

年來努力爭取卻被政府諸多推搪，或以
需時研究為由敷衍了事的。
以「2元乘車優惠」為例，工聯會郭

偉強議員2009年5月在立法會提出對60
至64歲人士的支援議案已經清楚要求，
另外上屆各區區議會都有類似的爭取，
政府拖拖拉拉到今時今日才從「櫃桶
底」抽出。
最離奇的是，十項民生措施，沒有一

項是即時實施，有些還需成立工作小組
研究如何執行，是典型的「出口術」。

試想，這些影響民生的政策在去年
「11‧24」區選前提出，一些選情咬緊
的選區結果會如何？究竟是高官們突然洗
心革面，還是有意拖延至新一屆區議會才
出口術，大送「成功爭取」給新任議員？

我自己就有親身經歷。
我花了5年在地區爭取69
號綠色小巴假日途經九龍灣，經歷了三
任運輸署的主事官員，收集萬個居民簽
名，帶領多次示威，舉辦多場居民大
會，反覆與署方討論、爭取，再討論，
原本署方承諾去年初落實新線路，後來
又說因運輸署高層換人，要延至去年9
月開學實施；9月後又再無故拖延。結
果終於等到反對派上場，今年1月初突
然宣佈開通。反對派當然大肆宣傳，當
成他們上場的第一個重大政績。
同類的事例在其他地區多不勝數，政

府終於「醒覺」，急市民所急當然是好
事，成功不必在我，但政府這樣做有什
麼後果，不言而喻。

望民生新措施真的急民所急
鄧咏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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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很多理性及正義的市民，已經看清
楚反對派假惺惺的真面目，但在最近立法
會審議14周產假的事情上，我們可以更加
看清楚反對派根本置市民福祉於不顧。
自從去年10月立法會復會至今，在反

對派「扯貓尾」、主持人郭榮鏗刻意拉
布的情況下，3個月都未能選出內會主
席。因此，所有政府法案都不能夠成立
法案委員會讓議員審議。反對派在此事
上的無恥在此不再贅述。

不能成立法案委員會會導致很多法案
都備受阻礙，大部分與民生息息相關，
很多市民期望已久，當中首推是把10星
期產假增加到14星期並修訂分娩定義的

法案。
本港現時10個星期的產假對現代母嬰

健康來說，十分不足夠。香港在這方面
保障的不足，被批評已久，不少市民期
盼把產假增加到14個星期。
可是，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

立法會上提議把14星期產假法案交付人
力事務委員會審理，以繞過被癱瘓的內
會時，反對派就群起反對。如果讀者有
聽過立法會反對派的發言，實在會感到
噁心。
反對派為了癱瘓政府法案，極力阻止

政府繞過內會審議法案。因為，如果政
府可以繞過內會，那麼反對派癱瘓內委

會選主席便沒有意義。在反對派眼中，
為了達到癱瘓政府的政治目的，市民福
祉、母嬰健康根本不值一提。

為了阻止14周產假法案交付人力事務
委員會審議，反對派他們竟然說，產假
從10星期增加到14星期，市民已經等
了20多年，不應在乎等多一會兒。這是
人話嗎？
法案遲一天推出，都會有越多的產婦

享受不了這個基本生育福利，影響母嬰
健康。
在14周產假法案審議一事上，反對派

罔顧市民福利，市民不應該再對反對派
有任何幻想。

阻礙增加產假 反對派不講人話
杜礎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