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通過香港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職的決定。

延任後的立法會昨日復會，由於特首林鄭月娥押後原定昨日宣讀

的施政報告，故昨日議程改為上年度未及審議的4項法案。雖然有

關議案並無太大爭議，且與民生息息相關，惟攬炒派議員一日內

先後十多次提出點算會議法定人數，企圖製造流會。雖然建制派

議員一直留守並反擊攬炒派的無理取鬧，但至休會前仍未通過任

何一項法案。

攬炒惡習不改 一復會謀流會
首天會議十多次提點人數 至休會仍無法案獲通過

會議昨日審議的《2019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條例草案》，涵蓋

多項不同條例的雜項修訂，包括修訂
《高等法院條例》，擴大由兩名法官組
成的上訴庭管豁權，司法機構可更靈活
地調配人手，處理積壓的民事案件，特
別是近年大量積壓的免遣返聲請案件。
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表示，法案
旨在提出輕微、技術性且無爭議的雜項
修訂，委員會原則上並不反對。他指
出，近年免遣反聲請的案件大幅增加，
修訂法例可以加快處理案件，減輕司法
機構的工作量，亦可避免有人利用法院
的冗長機制，長時間在本港逗留。

張超雄稱「違法」又開會
張超雄聲稱，昨日會議有三個「不
該」，第一個是自己不應仍在議會發
言，因今屆立法會早已「完結」，昨
日的會議是「違法違憲」、「企喺呢
度係逼不得已」；第二是特首昨日應
發表施政報告，而不是討論其他法
案；第三是議會目前應討論疫情相關
事項，論優次不應審議《成文法》。

梁君彥：張可離開毋須拗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隨即反駁指，張
超雄若認為議會不合法就應離開，毋須
繼續辯論，又指自己已發通告解釋押後
施政報告的原因，並質問張超雄若記得
議員有憲制責任聆聽施政報告，為何攬
炒派去年仍要阻礙報告發表。張超雄其
後「自爆」稱，自己去年因椎間盤突出
而留醫，故他無阻礙會議，引起在場議
員譁然。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
員謝偉銓則指，若非攬炒派去年無理拖
延內會的選主席程序，就不會令議會癱
瘓逾7個月，令大量無爭議的經濟、民
生法案無法通過。
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表示，由
兩個法官組成上訴庭審議案件並非新鮮
事，今次修例旨在減輕司法機構的壓
力，並更妥善運用資源。
民建聯議員、律師周浩鼎亦表示，
很多免遣反聲請的案件都屬濫用司法程
序，且今次修例已明確指出，若兩名法
官無法審議相關案件時，該案將改回3
名法官處理，今次修訂僅是令法庭能更
靈活地調動人手，處理積壓案件。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亦認為，法治是

香港的金漆招牌，若案件進度經常拖延
將會影響本港聲譽。

秘書處：點人數耗兩小時
昨日會議由早上11時開始，但因攬

炒派議員多次提出點算法定人數，至晚
上約7時休會時，仍未通過《成文法》
的修訂。立法會秘書處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表示，昨日會議共點算法定人數
13次，其中一次由梁君彥提出，共耗
用約兩小時。
立法會大會將於下周三復會，繼續

審議《2019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
例草案》、《2019 年漁業保護（修
訂）條例草案》、《2019年廣播及電
訊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及《2019
年運貨貨櫃（安全）（修訂）條例草
案》4項上年度仍未完成審議的法
案。

香港文匯報訊 多個市民團體昨日自發到
立法會外請願，促請立法會議員尤其是攬炒
派中人做好個人職責，以理性務實的原則辦
事，停止一切拉布言行，並優先關注民生議
題。

「關注聯盟」：畀條生路港人
「港人關注聯盟」發言人鄧先生批評攬炒
派一直以政治行先，對民生議題置之不理，
如去年攬炒派阻礙內會選主席，導致大量惠
民措施被一拖再拖，損害市民的根本利益。
若立法會長此下去不能正常運作，香港只會
走向下坡，促請攬炒派議員手下留情，「畀
條生路香港人行」，還市民昔日安居樂業的
生活。

「保港運動」：讓市民有工開
「保衛香港運動」發言人傅振中則指，受
黑暴及疫情雙重打擊，香港經濟步入衰退，
當前急需特區政府帶領香港走出困境，但前

提是攬炒派議員必須拋開過往的政治立場，
與政府衷誠合作，確保紓困救民的議案和撥
款能盡快通過，讓市民有工開有飯食。
他同時呼籲攬炒派議員停止抹黑國家和健

康碼，支持兩地關口重開，讓人流、物流、
資金流暢通無阻，協助香港搭上國家雙循環
高速發展列車，這才是當立法會議員的應有
之義。
「屯門民生關注組」亦到政府總部東翼閘

口外請願。他們表示，從新聞報道中得悉攬
炒派多次要求點算人數，正反映了攬炒派無
心坐於立法會理性討論社會政策。現時討論
的議案都不是具爭議性的議案，但攬炒派議
員仍加以阻撓，故擔心日後的民生議案，攬
炒派議員會否作出有建設性的建議，或仍然
繼續用盡辦法拖延，意圖阻礙香港運轉。

「屯門關注組」憂續阻發展
他們指出，香港自去年起受黑暴和疫情夾

擊，本港經濟下行情況明顯，失業率亦屢見

新高，希望攬炒派議員不要再借議事規則的
程序或規矩，企圖阻撓政府議案討論，而是
履行其職責，要聚焦民生、經濟工作，認真
審議一系列有關抗疫和民生的措施，恢復理
性論政的環境，才能讓香港經濟盡快恢復，
重新出發。

市民促攬炒派停拉布顧民生

■多個市民團體昨到立法會外請願，促請攬
炒派議員停止一切拉布行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選舉管理
委員會日前發表「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報
告書」，提到政府應研究管制「初選」活動，
以免誤導選民以為是公共選舉的一部分。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攬炒派舉辦所謂「初選」，容易誤導選
民，且某程度上也已構成選舉工程一部分，政
府有責任作出措施或修改法律規管「初選」。
周浩鼎在節目上表示，攬炒派舉辦所謂
「初選」，容易誤導選民以為是公共選舉的

一部分，而某程度上也已構成選舉工程一部
分，包括借用區議員的辦事處做所謂的票
站，「如此大的規模卻稱不是選舉工程的一
部分是說不過去的。」

區員鑽漏洞 議辦當票站
他並對政府容許攬炒派將區議員辦事處當

成「初選」票站感到奇怪，「就是因為以前
的規矩沒有劃清楚，才會讓他們鑽了漏洞，
特別是區議員辦事處亦是，會讓人誤以為政

府是否給了合法證予『初選』。」

不管等於縱容「打茅波」
周浩鼎直言，目前法例上暫時沒有特別應

對「初選」的規管，令攬炒派可以肆無忌憚
地舉行「初選」，政府如果不規管，某程度
上等於縱容「打茅波」，故政府有責任做出
措施或修改法律有系統地規管「初選」，如
要列明須計算選舉開支，以至不容許所謂的
「初選」舉行，但如何劃線可留待選管會未

來進一步交代。
針對選管會報告中提到境外投票涉及重大

選舉政策考慮，特區政府應研究政策層面及
相關法律運作，周浩鼎認為容許境外港人投
票是應該的。事實上，過去對於選民登記
「通常在香港居住」上條例沒有清晰定義，
但有法庭案例顯示在處理上是相對寬鬆的，
即使有某些時間離開香港到其他地方居住，
只要是有特定目的，也能被視為通常居港，
而一個人也可有兩個「通常居住」地點，因此

認為應給予所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投票的權利。

同意派員北上處理內地投票
對港人在內地投票的具體操作問題，他認

為香港有駐內地經貿辦，可研究借用，或通
過另設票站、郵寄方式等投票。
被問及有報道指政府初步計劃委派香港人

員往內地站票工作，有關票站秩序考慮交由
內地執法機關負責。周浩鼎表示，整體而
言，他同意特區政府特派人員到內地處理投
票，但不認同由內地執法人員維持秩序會影
響選舉的公信力的說法，並強調不應對內地
人員加上負面標籤，最重要的是到時清晰告
訴選民該怎樣做。

周浩鼎：「初選」易誤導 政府應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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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昨日隆
重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並發表重要講
話。習主席從十個方面總結深圳等經濟特區發
展的寶貴經驗，對新時代經濟特區建設發展和
國家高水平改革開放作出一系列科學部署。敢
闖敢試、創新引領、凝心聚力不折騰，是深圳
特區40年跨越式發展的寶貴經驗，也曾是香
港締造「東方之珠」奇跡的法寶。香港要誠心借
鏡深圳的成功經驗，革故鼎新，積極在新時代
高水平改革開放中扮演參與者和貢獻者角色，
大膽創新，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港深合作中
發揮優勢，以新擔當、新作為讓香港再出發，
也為港人尤其是香港年輕一代開創更廣闊天地
與美好未來。

習主席的講話精闢總結深圳40年改革開放
實踐、創造偉大奇跡的十條寶貴經驗，對新時
代經濟特區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值得倍加
珍惜、長期堅持，並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
展。其中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堅持敢闖敢
試、敢為人先；必須堅持創新是第一動力，在
全球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主動權；必須
堅持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使法治成為經濟特區發展的重要保障；必
須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方針，促進

內地與港澳融合發展、互相促進。這些寶貴
經驗對香港發展同樣具有指路引航的重大意
義。

曾幾何時，香港人專注經濟發展，靠靈
活、變通、創新與拚搏，一度成為「亞洲四
小龍」之首；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量港商港
企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回內地投資建
設，為深圳等經濟特區和內地引入資金、人
才、技術和管理經驗；香港更為內地改革開
放提供市場運作的制度和機制示範。在這個
過程中，香港自身獲得巨大發展活力和動
力，賺得盆滿缽滿，經濟一片繁榮。

40年來，深圳從以香港為師，努力學習香
港的先進制度和成功經驗起步，一直心無旁
騖、埋頭苦幹，堅持「不爭論」「不折
騰」，集中精力謀發展，憑着「摸着石頭過
河」的智慧、「殺出一條血路」的闖勁，實
現跨躍式的高質量發展。2019 年，深圳
GDP達2.69萬億元，先後超過了新加坡、香
港，高新技術企業超過 1.7 萬家。曾經，
「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令世人矚目；而
今，「三天一制度」的深圳新效率，成為經
濟特區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註腳。

歷史是一面鏡子，也是最好的老師。與深

圳一河之隔、曾經是深圳「動力加老師」的
香港，近年長期受泛政治化干擾，尊重法治
的核心價值受到弱化破壞，社會上有部分人
對「一國兩制」認知存在嚴重偏差，導致政
爭無日無之，經濟民生發展緩慢，土地、貧
窮等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昔日的闖勁幹勁
大大失色。可以說，港深的競爭力此消彼
長，香港的比較優勢日益減少。對照深圳改
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看到不足，香港不能自
怨自艾、失去信心，更不應患得患失，而應
眼以深圳為發展夥伴，發揮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經貿、航運中心的獨特優勢，與深圳
實現優勢互補。

中央已賦予深圳新時代的歷史使命，要建
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創建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提高貫徹落
實新發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形成全面深化
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展新實
踐，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為完成這項
歷史使命，習主席昨日的講話提出六點要
求，當中提到要「積極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
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
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深化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規劃
建設好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充分運用
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港澳青少年到內
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
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
的向心力。

這些部署和要求，既是對深圳進一步推進
高水平改革開放的核心要求，也充分考慮了
香港的實際情況，點出了香港未來與深圳、
大灣區和內地的合作發展重心，充分顯示中
央高度重視、關心、支持香港，為香港突破
困局、開創新局指明路向、提供答案。國家
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正是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大好機遇。在未來的互補互利
合作中，香港要致力大膽創新，特別是要通
過制度機制創新，促進港深和粵港澳大灣區
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提升市場
一體化水平；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程中，
香港年輕人更應該全面深入認識國家發展的
成就和機遇，更積極投身國家新時代改革開
放，為自己和香港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和
亮麗前途。

借鏡深圳特區成功經驗 香港把握機遇再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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