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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上年度有4個法案委員會

因時間不足而煞停工作，該4項法

案分別與垃圾徵費、規管電子煙、

專營的士及空置稅有關。立法會內

會昨日討論如何處理該4項法案，

內會主席李慧琼在會上表示，接獲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初步通知，

當局正考慮暫停專營的士及空置稅

的立法工作，但局方仍未有正式函

件，故決定押後處理。至於其餘兩

項法案則已成立新的法案委員會處

理，並由委員決定會否延續上年度

的審議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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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場外投注站昨日開始恢復發售六合彩彩票，不少巿民
到場購買下周四（22日）攪珠的彩票。有巿民表示，馬會上
月24日恢復六合彩攪珠時只接受網上及電話投注，但自己並
無投注戶口，故恢復攪珠後還未曾購買六合彩，如今投注站
恢復售賣六合彩彩票方便得多；有巿民亦指不懂電話投注，
故一直期待投注站復售彩票。目前，馬會只安排六合彩每周
四攪珠一次，暫未知何時回復逢周二、周四及周六每周三次
攪珠的安排。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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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電子煙垃圾徵費重啟審議
法案委員決定會否延續進度 專營的士空置稅立法押後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據國泰航空內部流傳消息稱，資方將
於下周二（20日）或之後開始裁員，A級基層員工可獲一個月工資作
遣散費； B級基層或以上員工可獲三個月工資作遣散費，並可能會
削減退休福利，留職員工則須減薪30%至40%。有指是次裁員計劃將
分兩日進行，一日是空勤人員，另一日則是國泰城或地勤職員。
國泰昨日在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不會就坊間各種揣測及傳聞作評
論，並稱正全面檢視集團各方面的業務營運，在第四季就未來的營運
規模和模式向董事局提出建議。

工會：資方未承諾不裁員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王思敏亦指，未有從員工群組或公司聽過
相關傳聞，公司暫沒有約見工會作另一次會面，並指謠傳太多，與管
理層的共識是不會逐一回應傳言。
她續稱，工會已與資方管理層會面4次，日前與管理層會面時提交
超過4,600名員工聯署的信件，要求公司先推節流方案以避免裁員，
並表明願與公司共度時艱，提出延長自願無薪假及重推「半職飛行計
劃」等多項建議，資方僅回覆指須再商討，未有承諾不裁員。
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副主席梁佩韻則稱，工會過去數日收集半數
會員意見，已在會上向資方反應。資方未有拒絕或承諾不裁員，僅稱
收到意見，及為員工作最好安排。工會往後將繼續了解會員意願，再
決定下一步行動。

傳國泰下周二起分級大裁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2020年勞工
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選舉」將於11月21日舉
行。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鄧家彪獲香港社工及福
利人員工會提名及工聯會推薦，競逐連任勞顧會
僱員代表，與其他勞工界代表在勞顧會新一屆的
兩年任期內，繼續為打工仔女爭取合理權益，他
並提出10項參選政綱，包括要求政府立刻推出
失業/停工現金津貼，以及盡快落實取消強積金
對沖方案等。
現為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和香港社工及
福利人員工會主席的鄧家彪，一直致力為勞工基
層服務，工聯會繼續全力支持其爭取連任，而鄧
家彪昨日在工聯會副會長唐賡堯、秘書長馬光如
及香港社工及福利人員工會副主席陳義飛陪同
下，前往海港政府大樓勞工處遞交報名表。

工聯撐鄧為勞權「搏到盡」
鄧家彪表示，本港過去兩年先後經歷黑暴事
件打擊及新冠病毒疫情肆虐，重創經濟，令各行
業、各階層的僱員就業困難及收入減少。另外，

應用科技的快速發展，亦使本港的就
業前景和勞工保障變得更不穩定和零
散化。他指出，「團結捍衛權益，齊
心跨過困境」是其今次爭取連任的承
諾，必定締造團結，誠意聆聽，與本
港一起開創未來。
唐賡堯則表示，鄧家彪自2017年

起參與勞顧會工作，積極為僱員爭取
取消強積金對沖、加強職業安全健康
保障、增加有薪勞工假期、改善婦女
產假及延長男士侍產假安排、檢討外
判制度等。工聯會深信他有足夠經驗
和能力勝任勞顧會僱員代表，而他過
去兩屆為勞工權益「搏到盡」，就是
最好的證明。
唐賡堯又指出，疫情為社會經濟造成沉重打擊，

維護勞工權益顯得尤為重要，呼籲勞工界支持鄧家
彪，讓真正的打工仔女代表繼續為勞工服務。
鄧家彪並列出10項參選政綱，除促政府推出

失業/停工現金津貼，以及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

方案外，亦爭取盡快落實劃一公眾及法定假期
17天、改善新制公務員在職和退休福利、爭取
全薪產假及延長男士侍產假至7天、要求標準工
時立法以改善零散工權益、要求政府帶頭取消外
判制度、反對擴大輸入外勞、立法規定惡劣天氣
停工安排，以及要求訂定最低工資可保尊嚴生活
水平，並落實一年一檢。

鄧家彪競逐連任勞顧會僱員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海關前日
在青衣海關驗貨場一個貨櫃內
檢獲約9,710公斤懷疑受管制紫
檀木材，估計市值約600萬元。
這是海關今年破獲最大宗走私
紫檀木的案件。
海關人員透過風險評估，揀

選及查驗一個從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抵港並準備轉運至中國內
地的貨櫃。經檢查後，海關人
員在貨櫃內發現該批懷疑紫檀

木材。案件已轉交漁農自然護
理署跟進調查。
根據《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

條例》，任何人非法進出口瀕
危物種，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判罰款1,000萬元及監禁10年。
市民可致電海關 24 小時熱線
2545 6182，或透過舉報罪案專
用電郵賬戶（crimereport@cus-
toms.gov.hk）舉報懷疑走私活
動。

海關破獲600萬元走私紫檀木

■■香港海
關破獲今
年最大宗
走私受管
制紫檀木
材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昨日刊
憲，訂明在明年6月23日至8月4日期間，進行
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住戶可使用網上問卷參與
普查，而政府統計處會之後會安排統計員到訪尚
未填交問卷的住戶，搜集所需資料。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根據慣例，香港每十

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搜集有關本港人口的社會
和經濟特徵，以及其地區分布的最新基準資料，

這些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以及私營機
構和學者在商業及研究方面均十分有用。昨日刊
憲的《普查及統計（2021年人口普查）令》，
將於下周三（21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
審議的程序。
政府鼓勵住戶明年6月23日起使用網上問卷

參與普查，住戶可使用電腦或流動裝置，透過已
加密的專用網站填交問卷；住戶亦可選擇透過電

話訪問或郵寄問卷（只適用於「短問卷」）填交
資料。政府統計處明年7月18日至8月4日期間
則會安排統計員，到訪尚未填交問卷的住戶以搜
集所需資料，因應新冠病毒疫情不斷發展，統計
處會採取應變措施以減少社交接觸。
政府發言人補充，政府統計處會採用嚴格的

保密程序，處理人口普查搜集所得的個別人士及
住戶資料，以保障私隱，且只會發布無法使人識
別個人身份的統計數字，所有已填寫的問卷，包
括紙張問卷和電子問卷，將於2022年6月22日
或之前銷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
早前有市民於十·一前夕在街上
掛國旗慶祝，但有特區政府部
門在國慶當日一早派員拆走國
旗。
有市民團體昨日先後向申訴

專員公署及路政署投訴，要求
有關部門確保同類事件不會再
發生，保障香港市民在國家領
土上享有掛國旗慶祝節日的權
利。
團體「萬眾護港同盟」成員

昨日下午分別到上環申訴專員
公署及何文田路政署辦公室請
願。
代表洪先生指，他們是一批

愛國愛港的市民，上月30日大
家出錢又出力，不惜通宵達旦

也要在深水埗區內高掛國旗慶
祝，但想不到在國慶當日路政
署即派員拆除國旗，這不單白
白浪費了大家的心血，更扼殺
了市民想藉掛國旗慶祝國慶的
自由。
他並批評有關部門的做法存在

雙重標準，指市民曾無數次投訴
及要求政府清除貼滿「港獨」文
宣的「連儂牆」，惟數月來未見
任何行動，「但到拆國旗，動作
就乾淨利落，簡直係閃拆」，令
人憤怒。
他希望，有關部門能跟進投

訴，還市民一個公道，並確保
同類事件不會再發生，保障香
港市民每逢中國節日都有在街
上掛國旗的權利。

市民投訴路署國慶拆國旗

■市民到申
訴專員公署
投訴路政署
拆除國旗。

明年人口普查 鼓勵網填問卷

相關法案分別為《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

例草案》、《2019年吸煙（公眾衞生）
（修訂）條例草案》、《專營的士服務條
例草案》及《2019年差餉（修訂）條例草
案》。由於這4條法案於上年度會期無恢
復二讀，且法案委員會已解散，本年度若
想重新審議，則須重新籌組法案委員會處
理。

議員認為內會有責處理法案
會上，無論建制派或攬炒派議員均認

為，涉事決策局須盡快交代對條例立法的
取態。經民聯議員石禮謙指出，政府今年
度提交的立法議程中，並無該4項法案，
故他認為政府無意繼續有關工作，建議聚
焦其他民生問題。不過，兩邊陣營的議員
大多認為，除非政府正式撤回條例的立法
工作，否則內會仍有責任處理相關法案。
至於新組成的法案委員會應否延續上年

度的審議進度，各議員看法不一。攬炒派
議員大多支持延續進度，以免前功盡廢，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和

九龍東議員謝偉俊亦表示，不想浪費議員
早前的努力，且若重新開始審議工作，或
未能在本年度完成審議，待下年立法會換
屆後又要推倒重來。
不過，自由黨議員易志明和邵家輝認

為，新法案委員會的組成與早前不同，為
確保委員能充分表達意見及避免程序混
亂，應重新開始審議工作。民建聯議員黃
定光、經民聯議員盧偉國則指，應由新組
成的法案委員會自行決定。

攬炒議員借題發揮被斥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借題發揮稱，若建制

派議員如此尊重法案委員會的工作，去年

就不應將修訂《逃犯條例》的審議繞過法
案委員會並直上大會。公民黨議員譚文豪
及工黨議員張超雄則聲稱，建制派「輸打
贏要」，現時正企圖拖垮對商界不利的法
案。
謝偉俊反駁道，攬炒派才是真正拉布、

阻礙議會運作。李慧琼亦表示，去年修訂
《逃犯條例》與現時討論應否延續法案委
員會進度的情況不同，不能相提並論。
經討論後，李慧琼最終決定就垃圾徵費

和規管電子煙兩項法案，分別成立法案委
員會跟進，並由其委員決定會否延續上年
度的審議進度，其餘兩項法案則待接獲政
府書面通知後再作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多個環保團體，
包括「綠領行動」、「綠惜地
球」、「綠色和平」、「長春
社」、「創建香港」和「綠色力
量」，昨日對立法會議員聆聽社
會訴求 ，在昨日內務委員會支持
重啟垃圾徵費法案委員會，繼續
審議有關條例表示歡迎，並形容
這是關鍵的第一步，呼籲立法會
議員回應市民對實施垃圾徵費的
期望。
各環保團體昨日在立法會大樓

外拉起「垃圾徵費 機不可失」
橫額，並向多名立法會議員遞交
請願信，促請議員支持重啟垃圾
徵費法案委員會。
環保團體指出，現時香港固體

廢物量連年上升，即使現時三個
堆填區預期擴建後的容量，都只
能應付至2030年，若不盡快推行
垃圾徵費，就無法減緩堆填區的
擴建速度。條例亦能鼓勵市民和
商界積極回收，促進回收產業發
展之餘，亦能締造更多就業機
會，形成綠色經濟循環，為社會
帶來更多好處。
他們認為，經過社會15年的討

論，已有超過八成市民支持垃圾
徵費，但各黨派對條例的細節仍
有爭辯，包括回收配套及執法人
手不足等問題。越早重啟審議，
就有更多討論時間收窄議會內的
分歧。
他們強調，由於延任後的立法

會會期只有約9個月，希望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在法案委員會重啟
後，積極與立法會議員溝通，認

真考慮議員及公眾對草案提出的建議，讓垃
圾徵費條例更趨完善，並在今屆立法會獲得
通過。
他們並強調，若然立法會明年換屆前仍未

能完成審議，垃圾徵費的立法程序就要重新
開始，絕對是機不可失。環團呼籲立法會議
員回應市民對實施垃圾徵費的期望，盡快恢
復審議垃圾徵費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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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內會昨日討論如何處理垃圾徵費、規管電子煙、專營的士及空置稅等有關法案。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