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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頒佈30年，但社會對基本法的內

涵與背景明顯認識不深，部分人高舉基本

法承諾香港有普選，卻未有重視當中列明

的「實際情況」與「循序漸進」字眼。已

故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前香港首

席法官李福善生前曾接受香港文匯報訪談指出，香港的政制不可能一夜之

間變成全部普選，因在英國過往百多年的管治下，香港的政制完全沒有民

主，香港回歸祖國後要發展民主必須循序漸進，不能一蹴而就。

送 罩 上 門

政制豈能一夜間即變普選
李福善：港發展民主須循序漸進 不能一蹴而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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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暴區員探監甩轆「河童」譏「唔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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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
港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持續上升。立法
會秘書處昨日公佈，鑑於疫情在香港
日益嚴峻，人群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執
行職務或逗留聚集，會增加病毒傳播
的風險，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與議員代
表商討後，決定原定明日（周三）的立

法會會議將不會舉行。
秘書處在公佈上指出，原定明日

會議要處理的事項，將順延至日後
的立法會會議處理，而舉行會議的
安排，則會按照疫情的最新發展，
及議程的緩急次序，決定每次會議
的內容。

立會明休會免「犯聚」染疫

為避免人群聚集，民建聯九龍東立法會議
員柯創盛近日已沒有開街站派抗疫物資，但

就化身「外賣仔」將口罩速遞上門送給長者，令他們不會因此而失去援
助。另外，柯創盛亦將口罩放入信箱，讓外出上班的打工仔回家亦可收
到一份驚喜。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圖︰受訪者提供

隨住愈嚟愈多黑暴分子落
鑊，探監就成為泛暴派區議
員嘅日常工作之一，有啲人
仲當埋政績咁做。身為過來
人嘅「香港眾志」（中箭）秘書

長黃之鋒（河童）今年初就搞咗個所謂「區議員
探監協調平台」，提供「手足」嘅監犯編號畀過
百個泛暴區議員，但河童上星期六就喺face-
book開post寸爆佢哋探監前唔做功課，唔止
入到監倉先問「手足」嘅背景，甚至連人哋犯咗
咩事被拉都唔清楚，搞到對方覺得冇被尊
重。啲所謂「手足」冇乜利用價值嘅時候就係咁
㗎啦，好出奇呀？
踎過監嘅河童教路，話啲「手足」通常都踎

咗監幾個月，獄中生活都處理得七七八八，
泛暴新貴唔使再問人有咩生活需要，二嚟如
果問慣咗有咩幫到「手足」，會令對方覺得自己
「低人一等」，唔被尊重。河童話「手足」喺監倉
淨係得報紙電視睇，悶得嚟又同社會脫節，
泛暴新貴最好印啲「TG」Telegram同網上討論
區「連登」嘅資訊出嚟，咁先唔會俾「手足」覺得
俾人攝時間喎。

作為「老前輩」嘅河童把口就識教人「平起平
坐」，但講到尾佢都係驚今屆新晉嘅「勇武」區
議員唔聽自己支笛，所以見人做錯就嗱嗱臨
出嚟指指點點，唔知係咪想立吓「官威」兼刷存
在感呢？
河童個post果然有啲號召力，成功令一眾泛
暴派區議員圍爐附和，葵青區議會副主席張
文龍留言話︰「今屆區議員其中一大任務就係
要學點樣唔做『區議員』。」而大埔區議會副主
席劉勇威亦留言︰「不能同意更多，將心比
心，出於尊重更重要。」
油尖旺區議員陳嘉朗就話︰「好，會留

意。」

網民諷泛暴係「時代垃圾」
不過，有網民睇完就火滾，「Davis Lam」揶

揄︰「唔怪得攞5萬幾蚊人工嘅區議會副主席
唔見晒影，原來去咗學探監！」
「楊慧珊」大鬧︰「一群損人不利己嘅香港

『時代垃圾』，搞得香港烏煙瘴氣、經濟蕭條。
打著（着）民主自由架（假）旗號，打砸搶燒、破
壞公物、阻礙執法、襲擊警察。相信香港警

察會將呢班人通通收監，恢復香港繁榮穩
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昨日公佈青年發展委員會新名單，
並委任了8名新委員，任期於下月1日
生效，為期兩年。民主黨吳思諾昨日聲
稱因特區政府「沒有回應」「五大訴
求」，故自己拒絕續任。有政界人士對
其行為表示失望，另促請青年發展委員
會增建更多平台，讓數千名曾經參與青
年自薦計劃但落選的青年，可以繼續參
與政策諮詢及制定的工作。
特區政府昨日宣佈再度委任青年發展
委員會副主席和31名非官方委員，同
時委任8名新委員，分別為藍家達、林
華盛、林恩言、李貴霞、李雪兒、莫芷
茵、顏雋、彭穎生。
政務司司長兼青年發展委員會主席張
建宗表示︰「為進一步提升青年參與，
讓委員會更有效吸納青年的意見，政府
委任了更多青年加入新一屆委員會。8
名新委員平均年齡為26歲。我期待與
所有委員緊密合作，一同推動香港青年
發展。」他亦感謝即將離任的吳思諾和
盤翠瑩對委員會作出的貢獻。

顏汶羽盼增平台讓青從政
對於吳思諾高調搬出政治原因稱不續任委員，
青年民建聯總監顏汶羽對此表示失望。他指出，
青年發展委員會應是跨階層、跨政治光譜的，兩
年前委任吳思諾是委員會兼聽更多不同政見的途
徑。
顏汶羽期望新組成的青年發展委員會能加強政
策協調的角色，以補充現時青年政策分散於不同
決策局的問題。他亦促請青年發展委員會增建更
多平台，讓數千名曾經參與青年自薦計劃但落選
的青年可以繼續參與政策諮詢及制定的工作，
「他們都是有心、有熱誠、肯承擔、愛香港的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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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見
中小企在疫情下艱苦經營，經民聯促請
特區政府動用財政儲備，推出第二輪防
疫抗疫紓困措施，包括支援首輪措施尚
未涵蓋的行業及企業，及發行抗疫專項
債券，以紓解政府短期用於防疫抗疫的
財政負擔，及為市民提供一個穩健的投
資渠道。
經民聯認為，第二輪防疫抗疫紓困措
施，需包括貿易和製造行業中小企、化
驗所、補習社、美容中心等未能於首輪

措施受惠的行業。
面對失業率持續飆升，經民聯提出設
立「失業支援基金」，提供停薪失業援
助津貼，協助失業者轉行、轉型為自僱
者或創業。
同時，隨着糧食商品價格大幅上漲，

對基層百上加斤，經民聯促請政府撥款
設立食物銀行，減輕市民的生活負擔。
經民聯強調，目前本港財政儲備已累積
超過萬億，當局必須在此非常時期及時
出手，開倉濟世，還富於民。

訪談收錄於香港文匯出版社早前出版的
《基本法的誕生》一書，該書彙編了

有關基本法起草的依據、要旨、背景和全過
程的許多寶貴檔資料。
對於反對派動輒聲稱香港「民主自由倒
退」、高呼要「立即普選」的口號，李福善在
訪談中指出，港英政府管治香港逾百年，香
港的政制完全沒有民主。他舉例說，上世紀
70年代初期，有居民及團體因艇戶事件準備
到港督府請願，但接載請願者的兩輛旅遊巴
在過隧道前已被警方截停，並被控非法集會
罪，可見當時港英政府嚴格控制政治活動。
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基本不會理會

遊行示威，可見其策略已有改變。李福善指

出，英國一貫作風是對當地結束殖民統治時
就會搞普選，他質疑當中用心，並反問如果
是為了民主，為何不一早就逐步推行。

「聯合聲明」強調「維持不變」
至於有人認為《中英聯合聲明》亦有推動

香港政制改革，李福善指出，這種理解是錯
誤的，因「聯合聲明」強調的精神是「維持
不變」，當中雖有提到未來立法機關由選舉
產生，但「選舉」亦有多種形式。
李福善坦言，香港的政制不可能一夜之間

變成全部普選，也認為當時港人對民主法治
認識不深。上世紀80年代港英政府策略有
變時，未有相應地修改法律作配合，故間接

產生了挑戰法律的問題，例如有團體揚言不
會就遊行申請許可。
李福善表示，這種非法的態度違反民主法

治的精神，在民主法治的社會中，若認為法例
不合理，可要求當局修改跟進，但不能在修改
前就要求不執行法例，否則就成了人治。
作為草委會居民權利與義務專題小組的召

集人之一，他形容該小組工作最少「拗

撬」，他與小組另一召集人王叔文都認為，
當時港人享有的權利已經不錯，只需在基礎
上修改或增補，例如當時基本法已寫進遊
行、示威及罷工等權利，唯一未能滿足勞工
階層的是並未將「集體談判」寫入有關條
文，當時反對提案的委員均認為要照顧各階
層的利益，而且香港的工會較分散，具體應
用集體談判權利時會有技術問題。

基本法提人權部分令人滿意
至於人權問題，他指基本法中寫上《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
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已相當令人
滿意，並不認同部分人認為要將公約內的所
有權利寫入基本法。

經民聯促設基金助失業者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新冠肺炎來勢洶洶，
政府部門和立法會秘書處紛
紛實施在家工作安排，不
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阿舜、Vincent）和勞
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
（Caspar）亦不敢怠慢，兩
人昨日用 Zoom開視像會
議，希望盡快敲定政府第二
輪「防疫抗疫基金」的細
節，協助打工仔走出「疫境」。
Vincent昨日在facebook發帖指，雖然

政府為防疫規限人群聚集，但他會繼續
反映民意。他建議政府仿效英國、新加
坡等地，推出非常時期的全方位資助計
劃，包括「逆境失業援助金」，並盡可
能以「先津貼後培訓」的方式開設短期
職位，支援失業、開工不足及放無薪假

的市民。
此外，他亦建議政府在「撐企業」時
規定資助金需用來支付僱員薪酬，以便
有效達至「保就業」。
Caspar昨日亦發帖指，「立法會開唔

到會但係工作不能停」，勞福局在響應
政府防疫措施時，亦不忘接納議員意
見，為改善民生出力。

阿舜英偉用Zoom面談「戰疫」

■阿舜用Zoom開視像
會議，向Caspar反映
意見。 鄭泳舜fb圖片

■Caspar指「立法會開唔到
會但係工作不能停」。

徐英偉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民更改資料及
新登記申請分別於4月2
日及5月2日截止。民建
聯昨日表示，目前社會聚
焦抗疫，市民或未能趕在
截止日期前登記做選民，
故民建聯將去信選舉事務
處及相關政策局，要求將
選民更改地址、功能組別
及新登記期限延遲一個
月，同時促請政府立即推
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

表示，在修例風波及疫情雙面夾擊
下，香港經濟持續下挫，不過，泛
暴派揚言在奪得議會過半議席後，
將反對所有政府議案，誓與港人
「攬炒」，故市民在抗疫期間也要
謹記登記做選民和更新資料，避免
香港承受第三輪打擊。
她續說，社會一直聚焦抗疫，未

能集中選民登記事宜，希望特區政
府因應疫情，延遲選民更改資料及
登記申請的截止時限。
對於疫情進一步重創香港經濟，

民建聯亦就有關方面發聲。李慧琼
冀特區政府別因「撐企業」而忽略

「保就業」，建議政府規定所有領
取資助的企業不能在疫情期間裁
員，並需動用一定金額資助員工。

促再推「基金」助未受惠行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

不少市民現時「手停口停」、「搵
朝唔得晚」，希望政府盡快推出第
二輪「防疫抗疫基金」，協助洗衣
業和美容業等未能受惠於第一輪措
施的行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

部分食肆及餐廳面對嚴重經營困
難，或會引發失業潮，促請政府成
立失業援助金，協助開工不足和失
業的市民渡過難關。

民記要求選民登記死線延期

■民建聯要求政府延遲選民更改資料及登記申請
的截止時限，同時立即推出第二輪「防疫抗疫基
金」。 民建聯fb截圖

▲李福善生前接受訪談。
資料圖片

▶李福善生前曾指出，香港回
歸祖國後要發展民主必須循序
漸進。圖為去年底區議會選舉
投票日，市民於投票站外排隊
投票。 資料圖片

■黃之鋒喺fb開post寸爆泛暴派區議員探監
前「唔做功課」。 黃之鋒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