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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攬炒派立法會議員拒絕延任，進一步
擴大了議會內兩大陣營的議席差距，建制派
與攬炒派的議席，由41對24席，縮減至41
對21席，意味着建制派日後幾乎可以通過
任何政府法案和議員草案。
猶記得人大常委會在今年8月全票通過香

港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年，直至第七屆立法
會任期開始為止。當時社會上有不少意見認為，4名被選舉
主任取消下屆立法會參選資格的議員不應續任，建議人大常
委會一併處理，使之不能過渡。然而，人大常委會最終決定
採取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整個議會繼續履行職責不少於一
年，這意味着原則上，全部現任議員可以延任一年，將
「球」交給攬炒派。

與此同時，社會上亦有聲音要求攬炒陣營總辭以明志。唯
攬炒派一直舉棋不定，幾經轉折後，宣布以民調為依歸，過
程中又搬龍門又加條件，個別議員又宣稱民調只作參考，並
拿內部的決定去說服選民支持其留任。結果出爐，反對派今
次沒有齊上齊落。事實上，3人不延任跟DQ4人，只相差一
人，但效果相去甚遠。如果由人大常委會出手DQ，肯定引
起很大反彈甚至反撲。現在中央不出手，讓反對派自己來，
代價要小得多，也說明了當初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正確的。

在未來一年，立法會表決政府法案例如財政預算案、23
條立法等，通過門檻是在席議員過半數，建制派本身已經夠
票；議員議案例如修改議事規則，就要分組點票，建制派在
直選及功能組別都佔優；因此，建制派基本上可以通過任何
政府法案和議員草案。一些重大議案例如政改方案、修改基
本法等，要全體議員的三分二，即42人才可以通過，建制
派依然未夠票，因此這類議案恐怕只能議而不決。

人大常委會可以DQ4名議員而選擇不行使這個權力，日
後議會內的建制派會否選擇用盡手上的權力，便要考各人的
智慧。我個人認為，在未來一年，立法會應該集中精力做好
抗疫工作和振興香港經濟，照顧好各項民生需要，為市民的
基本生活做好事、做實事，盡量避免挑起重大紛爭，凡事愈
簡單愈好，勿讓議會重蹈內耗和空轉的覆轍，讓市民感覺得
到由建制派佔大多數的議會是對社會有益的。

政府推出的第二輪「保就業」計劃，點名
規定兩大超市集團百佳及惠康，領取工資津
貼時須回饋社會。社會本來期望在「保就
業」的計劃下，政府可以促使百佳及惠康做
到「真減價」以達至全民受惠，但最終回饋
方案僅是由超市指定非牟利社福機構，向特
定基層人士派發食物現金劵，或有超市舉辦純粹「講運氣」
的大抽獎，作為政府認可的回饋方式，實在令到普羅大眾大
失所望。民建聯「超市價格關注組」近日收到各區市民反
映，原來絕大部分的非牟利社福機構，指定會員才合資格領
取200元百佳現金券，變相令大批受疫情影響失業、開工不
足，或有急切需要，但非該批社福機構會員的普羅大眾未能
受惠。

根據統計處的最新數字，超級市場首8個月的銷售額達
400億元，按年「逆市上升」12個百分點。自第二輪「保就
業」計劃出爐後，「超市價格關注組」一直要求包括百佳及
惠康在內的受惠超市集團，將貨品直接減價以作為接受政府
津貼的條件。
事實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8月下旬接受傳媒訪

問講解「保就業」計劃時，亦認為若兩大超市集團減價可起
帶頭作用，令其他超市可跟隨減價，最終受惠的就是市民。
不過，包括羅致光在內的政府高官，在一個月後「自打嘴
巴」，指因「難以計算回饋比率」或「難以監察價格」等原
因，故即使有超市願意全單減價，政府也不會作為「保就
業」計劃下的認可回饋方式。

筆者認為，政府為兩間生意額逆市上升的超市提供數億元
工資補貼，但只要求超市向少數有需要人士提供現金券或食
物券作回饋，是無視其他受疫情影響的階層，特別是失業或
開工不足人士。

筆者要求政府應盡快修訂超市的回饋要求，並建議以「全
單七折」作為最直接、簡單、有效率、市民支持且全民受惠
的回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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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民建聯超市價格關注組召集人

抗疫紓困當前急務 攬炒議會與民為敵
立法會日前選出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正副主

席，決定留任的反對派議員卻繼續玩弄程序拖延會

議，浪費寶貴的會議時間。香港在修例風波及新冠疫

情夾擊下已經元氣大傷，第四波疫情更隨時「殺

到」。抗疫紓困是當前急務，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國

慶中秋節期間特意探訪香港貧困劏房戶，再次提示香

港必須及早解決各種民生矛盾。特首即將宣讀新一份

施政報告，反對派既然決定留任，就必須認真做事，

理性問政，為民謀福，配合各項抗疫紓困政策，而不

是在立法會搗亂搞事，搞所謂「議會戰線」，惡意癱

瘓議會，這不單是與民為敵，更將遭受國安法的嚴

懲。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近年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各項利民紓困政策遲遲
難以落實，與立法會的惡意拉布有直接關係。在上
個立法年度，反對派肆意無底線的拉布、攬炒議
會，其中在立法會大會上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共501
次，虛耗約87小時，並且14次釀成流會。在選舉內
會正副主席中，反對派更濫用議事規則，利用主持
選舉的職權，拉布長達7個月，令內會開了17次會
也未能選出正副主席。

攬炒議會 禍港害民
在反對派的拉布下，財會剩下13項撥款申請未能

完成審議，涉款高達8,959億元，包括可提供大量
土地和房屋的「明日大嶼」前期研究撥款。同時，
有56項積壓下來的法例仍未及處理，不少涉及受疫
情重創的行業，惠及48萬地盤工人、逾兩萬名巴士
司機以及兩萬名旅行社工作人員等的寬免措施因此
未能拍板。反對派的拉布已經嚴重損害香港經濟民
生，廣大市民身受其害。

日前選舉內會及財會正副主席的程序，雖然在國
安法下反對派不敢造次，但反對派仍在鑽提名程序
空子，利用濫提規程問題等伎倆惡意拖延。更令人
側目的是，反對派在宣布留任之後，仍然不思正
事，反而揚言會在議會採取「抗爭形態」，表明
「文鬥會做盡」，甚至揚言會發動肢體衝擊，這說
明反對派仍然不知收斂，在社會各界都期望立法會
專注經濟民生之時，反對派仍然政治掛帥，逆民意
而行，要繼續在立法會發動拉布阻撓施政。
香港在修例風波和新冠疫情雙重夾擊下元氣大

傷，經濟百業蕭條，今年第二季本地生產總值按年
下跌9%，預料全年經濟將會錄得6%至8%負增
長，而6月至8月實際失業人數亦增加至接近25萬
人，比去年第四季多出一倍。疫情方面，最近本地
及不明源頭個案數字都有回升跡象，更出現多個感
染群組，令市民擔心第四波疫情隨時「殺到」，香
港正面臨經濟的寒冬。
在民生上，香港仍然有大量民生矛盾需要解決，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10月1日走進基層社區，慰問
香港市民，其中包括探訪貧困戶，反映中央高度重
視香港的民生問題，而房屋正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
一大根源。過去幾十年來，香港的房屋建築量遠遠
不足，香港樓價不斷飆升，市民上樓難，貧者無立
錐之地，中產被供樓開支壓得喘不過氣，但由於各
種政經掣肘，資助公屋的供應遠遠跟不上需求，市
民輪候公屋遙遙無期，導致大批基層人士被迫居於
劏房陋室。駱惠寧這次落區正表明中央對香港深層
次矛盾的重視和正視，並且提示特區政府必須及早
紓解民生矛盾。

國安法利劍高懸反對派好自為之
堅持抗疫保民生紓民困，既是當前急務，也是市

民的共同願望。立法會是特區管治架構的主要組成
部分，承擔着制定、修改法律及批准公共開支等重
要職責。政府推出的抗疫紓困措施，都需要立法會
的審議和通過撥款。反對派如果一意孤行阻礙施

政，必將令政府的惠民政策難以落實，特別是特首
即將宣讀新一份施政報告，預期會有一系列改善經
濟民生的措施，這更需要立法會議員的積極配合，
理性問政，提出務實建議，協助香港渡過難關。反
對派繼續逆民意而行，站在香港利益的對立面，必
為民意所唾棄。

更要指出的是，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實施，當中
第22條（三）明確規定：「嚴重干擾、阻撓、破
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即屬犯罪。而第35
條亦指明，任何人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即喪失參加立法會、區議會選舉或出任任何公
職或者選舉委員會委員的資格，曾經宣誓或者聲明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的立法
會議員等，即時喪失職務，並喪失參選或出任有關
職務的資格。這說明攬炒議會、干擾阻撓立法會依
法履職，足以終身取消擔任議員的資格，反對派要
好自為之。

黃均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教聯會會長

本周特首林鄭月娥將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
過去一年，香港在黑暴事件、新冠疫情肆虐、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干擾的「三重夾擊」下，本
港經濟出現斷崖式大跌，失業率已經達到過去
廿年的高位，市民最期望特區政府能夠有創新
思維，帶領香港走出困境。

特區政府在過去八個月實施三輪的「防疫抗
疫基金」，特別是「保就業」計劃，對中小企
業有一定幫助，可以提供財政支援中小企的老
闆，繼續營運生意，避免提早結業遣散員工，
筆者對政府的構思原意表示支持。
然而，「保就業」計劃未能得到坊間一致讚賞

的原因之一，就是任何一間企業都可以申請，沒
有設定資產、營業額上限。只要企業出示有關為
僱員強積金供款的證明文件，即可以提出申請。
因此，「保就業」計劃除了協助中小企業解決燃
眉之急外，同時亦成為龍頭企業的「提款機」。

此計劃最為人詬病的是，這些龍頭企業，在
過去幾年賺取因經濟繁榮而帶來的豐厚利潤，
為何不在這個時間，與民共度時艱？他們應承
擔企業社會責任，放棄向政府申請此計劃，令
特區政府可以資助真正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小企
和打工仔。
再者，工聯會一直要求特區政府即時實施

「緊急失業援助金」，真正為失業人士提供經
濟支援。雖然，勞福局局長羅致光多次強調，
現時政府提供的「保護傘」（如綜援），足以
援助真正有需要人士。他所指的「有需要人
士」是申領綜援人士。試問有多少人寧願放棄
工作而去申領綜援？
現時社會正正就是有一班因店舖結業而導致失

業的人士，等待政府援助，為何政府不向他們施
以援手？筆者希望政府放棄一貫以自由市場調
節、失業人士由市場吸納的慣性思維。現時失業

率已經是廿年來的高位，市場還
有幾多空間吸納這批失業大軍？
另外，特區政府必須要以「領

頭羊」的角色，帶領全港市民走出困局。政府可
以創造大量臨時職位，吸納市場的失業人士。刺
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推基建工程，包括舊
樓翻新、公共廁所翻新，目的是創造更多建造業
職位，讓建造業重新復甦，一行帶動一行，繼而
帶動其他服務性行業，令到本港經濟重新活躍起
來。政府亦可趁這個時候，帶頭做好職業培訓工
作，讓失業人士轉型至不同工種；讓建造業的普
通工人，提升技能至熟練工人，為社會日後提供
多方面人才。
最後，筆者認為，雖然新冠疫情未知幾時可

以結束，但政府不能夠坐等，而需要做好紓困
救急工作，接納各方的建議，帶領全港七百萬
市民在危機中找尋機遇、渡過難關。

政府須改變思維 帶領香港走出困境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上周五進行內會及財委會的正副主席
選舉。反對派在借鍾庭耀「人為民調」成功留
任之後，揚言要進行「議會戰線」，胡志偉、
林卓廷更指會採取激烈抗爭，不排除有肢體衝
突云云。最終反對派雖然也有搞事，故意提名
不同黨派議員，濫用程序變相拉布超過一個小
時，但之後反對派再沒有其他行動，甚至連離
場抗議也沒有，在反對派「象徵式拉布」下，
李慧琼在一次會議就成功當選內會主席。
回想起去年，公民黨郭榮鏗利用主持身份在內

會主席選舉上監守自盜，與反對派議員一唱一
和，在內會瘋狂拉布、癱瘓議會。與去年相比，
反對派這次內會拉布無疑是雷聲大雨點小，事後
也遭到「勇武派」狠批。反對派之前還摩拳擦掌
表示要在內會選舉大幹一場，但最終卻是象徵式
做個樣子，當中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國安法的震懾力不單令「黑暴」不敢造

次，更令到反對派不敢在立法會造次。國安法中
的顛覆政權罪提到：「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
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攻擊、破壞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致使其無
法正常履行職能」即屬違法。這兩條針對的正是

反對派的惡意拉布、癱瘓議會的行為。
反對派雖然強辯拉布非癱瘓，但是否癱瘓其

實不難分辨，一方面可以看有關行為的時間及
程度，是偶一為之還是持續一段長時間，另一
方面可以看搞手的動機是討論政策還是癱瘓議
會。就如去年郭榮鏗以拉倒《國歌法》為由在
內會發動拉布，導致內會遲遲未能選出主席，
立法機關不能運作，這當然觸犯國安法。再如
反對派以往衝擊主席台的行動，也明顯觸犯國
安法中「攻擊、破壞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
履職場所及其設施」。即是反對派如果要繼續
去年的拉布，百分之一百會依據國安法檢控，
這樣反對派還敢造次嗎？

二是雖然大部分反對派議員留任，但還有3人
堅持離開，導致現時反對派只剩下21人。現時
許智峯等多名反對派議員正面臨譴責議案，按
道理涉案者必須避席，如果立法會主席再投下
贊成票，有關譴責議案將夠票通過，反對派多
名議員隨時被DQ，而當中的差距可能只是一票
之差。這一方面反映陳淑莊、朱凱廸、陳志全3
人為了自己利益罔顧盟友安危，另一方面也表
明反對派這時不能有絲毫出錯，如果再搞出大
風波被DQ，這樣DQ的就不只是一兩個，而是

多名反對派議員都可能被掃地出門。這樣之前
為留任搞這麼多工作豈非白費功夫？所以，反
對派自然不會輕易冒險。
三是反對派經過「總辭」風波、經過「勇武

派」近期不斷在地區上另起爐灶，搭建平台，企
圖蠶食地區網絡，這些都讓反對派明白，與「勇
武派」合作只是與虎謀皮，「勇武派」要的不是
「齊上齊落」，而是「我上你落」取而代之，連
陳志全這樣激進的政客，在之前戴耀廷的初選中
尚且鎩羽而歸，民主黨、公民黨憑什麼會認為
「勇武派」真的視他們為「同路人」？
在當前的政治形勢下，不論反對派如何走

激、如何勇武、如何打「議會戰線」，都不會
令「勇武派」滿意，你拉布他們說為什麼不衝
擊；你衝擊他們說為什麼不暴力癱瘓議會；你
賣力發難他們又會指責你為什麼要留任。不論
反對派人如何表現，「勇武派」都會攻擊如
儀，這是立場和利益使然，但反對派可以滿足
他們貪得無厭的要求嗎？在國安法下反對派不
斷升級抗爭將跌入法網，不升級又會被「勇武
派」攻擊，這樣不如走自己的路。「象徵式拉
布」又如何，議員薪津還不是每月照出？這樣
想通了，自然豁然開朗。

反對派「象徵式拉布」說明了什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白宮上演「十月驚奇」，特
朗普突然自我宣布確診新冠肺

炎，進入軍方醫院。但又神奇地在3天之後出
院，回到白宮辦公，主診醫生說特朗普目前已
無病徵。這戲劇性的一幕，使到美國股市出現
大幅度的波動。由宣布確診那一刻，道瓊斯指
數急插500點轉為上漲600點。

從9月初開始，美國股市已經下跌近3個星期，
投資者對這場大選抱謹慎態度，擔心會有什麽意
料不到的事發生。為什麽擔心？理由是特朗普選
情落後，而人人知道特朗普是極敢冒險的人，賭
性強，在選情落後的情況之下，什麽事都敢做，
這就是投資者的擔憂，擔心有黑天鵝隱藏。

疫情成了特朗普競選連任最重大的阻力。結
果，「十月驚奇」就是特朗普自身確診入院，

然後3天後康復，這無形中給特朗普一個反擊
「抗疫不力」指控的條件。難怪他在出院後公
開說自已染疫是「神的祝福」。
現在特朗普已全力宣傳這場新冠肺炎疫情一點

也不可怕，他說美國每年死於普通的流行感冒的
人已超過10萬人，新冠肺炎實際上可以看成新型
的流行感冒，沒有必要恐慌、害怕。他認為他可
以在3天之內治好，其他美國人應該也可以。實
際上，特朗普之所以可以治好，是因為他賭性
強，敢於試用一種仍未獲得正式批准、仍處於臨
床測試階段的藥物，特朗普敢試，治好了。但
是，美國政府醫藥管理當局不一定會馬上批准讓
全民使用這種藥，除非特朗普直接進行干預，以
總統行政命令批准使用這種藥物。
現在距離美國大選只剩下不足1個月時間，特

朗普要扭轉劣勢就得全力洗脫
抗疫不力的指控。現在，他不
但告訴美國人不要害怕疫情，
也指斥民主黨誇張疫情，導致企業停工、消費
減少、經濟衰退。估計，特朗普將會很快地宣
布恢復經濟增長的措施，會宣布全面復工，不
必害怕疫情，放心上班工作、放心消費，刺激
經濟，若不幸真感染了，只要服用他服用過證
明有效的「特效藥」就行了。
當然，在處理了「抗疫不力」的指控之後，

特朗普依然會繼續打「反中」的牌，繼續製造
「中國威脅論」，繼續制裁、封殺中國的企
業，加強干預香港事務，這些都是特朗普的競
選戰略。實際上，這也是民主黨拜登的戰略，
兩個人在比賽「反中」。

特朗普「十月驚奇」掩飾抗疫不力
曾淵滄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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