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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修例通過 防假難民湧港
8月起生效 議員批有人誣「鎖港」圖製恐慌

財案撥款條例大比數過關

立法會昨日以 39票贊成、2票反

對，最終三讀通過《2020 年入境

（修訂）條例草案》，賦權特區政府

可要求航空公司在航班抵港前，向入

境處提供乘客資料，以及禁止運載個

別人等來港，條例將於今年8月1日

生效。昨日，「支聯會」、「民陣」

等攬炒派組織在灣仔擺街站，聲言該

條例是「鎖港法例」，擔心修例後將

會「限制港人出入境自由」。多名立

法會議員支持修例草案，認為假難民

浪費公帑並製造治安問題，並批評有

人企圖利用條例製造恐慌，是利用抹

黑《逃犯條例》修訂的套路，煽動市

民仇中、仇政府，目的在於製造恐

慌，並強調基本法保障港人出入境自

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大律師公會主席夏
博義自上任以來經常發表「政治言
語」，日前更質疑法院對黎智英等人
參與非法集結案的判決「過重」，引
發了香港社會各界的不滿，昨日再有
團體到高等法院抗議，要求夏博義引
咎辭職。
團體「反黑金 反港獨關注組」昨

日下午赴高等法院外抗議。召集人黃
引祥表示，夏博義出身於所謂「人權
組織」，上任以來屢作政治表態，更
隱瞞自己為英國自由民主黨成員及牛

津市議員的身份，不可能履行大律師
公會維護基本法、支持「一國兩制」
的原則。如果由他繼續擔任主席，對
大律師公會來說，無疑是最大的諷
刺。
黃引祥引述有香港法律專業人士指

出，夏博義是不折不扣的外國反華政
客，其言行一再挑戰香港國安法條
文，誤導公眾，煽動對抗，完全背離
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則。他們奉勸大律
師公會勿被外國政客把持，走上不歸
路。

夏博義涉違律師守則
團體抗議促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昨日在40票贊成、1票反對及1票棄
權下，以大比數三讀通過財政預算案
《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在昨日表示，面對嚴重的財赤
下，特區政府仍然盡力推出各項支援措
施。隨着貨物出口表現顯著增強，加上
低基數效應，相信下周公布的首季
GDP會錄得相當可觀的按年增長，結
束連續6個季度的按年收縮走勢，不
過，本港經濟仍然受多個因素影響，其
中疫情防控是關鍵，呼籲市民積極接種
疫苗。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的各項措施涉及

1,200億元，力求支援市民、支援企
業、穩住經濟，包括薪俸稅及個人入息
課稅寬減、差餉寬減、住宅電費補貼、
向領取社會保障的人士發放半個月額外
津貼等，撥款360億元用於電子消費
券，撥款66億元以創造3萬個短期職
位；為失業者提供「政府百分百擔保個
人特惠貸款計劃」等。
陳茂波昨日於《2021年撥款條例草

案》二讀辯論發言時表示，本地經濟前
景受到多個因素影響。他指管控好疫情
是經濟復甦的關鍵，而疫苗廣泛接種是
抗疫工作的重要一環。倘若疫情繼續減
退，本地的消費及營商氣氛可望在下半
年更全面地恢復，而跨境商旅出行亦有
望恢復正常。

陳茂波籲民接種助經濟復甦
他呼籲還未安排接種疫苗的市民，為

了保護自己和家人，為了讓生活恢復正

常、經濟得以全面穩步復甦，積極接種
疫苗，並鼓勵家人及朋友參與。
在外在因素方面，陳茂波表示，內地

經濟強勁增長料會為本港的出口繼續提
供支持。然而，國家與美國及部分西方
國家的關係仍然緊張，其他地緣政治局
勢的發展及環球公共債務急升亦可能引
發金融風險，需要繼續密切觀察。
陳茂波表示，隨着疫情緩和，經濟有

望逐步復甦，不過，市民及中小企業的
痛感和面對的困難仍然存在，因此，即
使面對財赤，政府仍推出大規模逆周期
措施，協助失去主要經常收入的人應對
暫時的困難。
陳茂波重申，目前並無條件討論開徵

新稅，任何關於新稅項的建議，都要經
過社會深入及知情的討論。
他感謝議員於上周會議就預算案發表

寶貴意見，其中最受關注的電子消費
券，政府自宣布措施以來，一直細心聆
聽及考慮各界意見，最終選取由4家電

子支付營運商派發消費券，各自涵蓋3
萬至10萬家食肆及零售商，相信市民
可從中選取適合自己的電子支付工具。
為吸引更商戶加入計劃，各營運商同意
盡量減免本港商戶的安裝及交易費用，
政府將設立中央登記系統，目標在暑假
接受登記。

料首季GDP錄可觀增長
陳茂波說，下周將公布今年首季本地

生產總值的預計數字，預料經濟應可錄
得可觀增長，結束連續6個季度的按年
收縮走勢。他在預算案中預測今年本港
經濟實質增長介乎3.5%至5.5%，政府
正檢討有關預測，並將於下月中公布最
新數字。
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表示，認同政

府撐企業的措施，但不能支持提高印花
稅率，因為會削弱本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的競爭力，影響「北水南下」的意
慾，同時損害本地中小券商的營商環
境，故在表決時投下棄權票。
「熱血公民」鄭松泰則投下反對票。
另外，立法會同日通過《2021年收

入（稅務寬免）條例草案》，落實政府
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稅務寬
免，即寬減2020/2021課稅年度百分之
百的薪俸稅、個人入息課稅及利得稅，
每宗個案以10,000元為上限。該措施將
惠及187萬名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納
稅人，及12.8萬家企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會後表

示，稅務局稍後發出的稅單將反映這稅
款寬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藝名「東方
昇」的「100毛」藝人王嘉偉上周六到觀塘海濱
音樂噴泉「洗澡」，令有關池水疑受梘液影響
而導致大量泡沫出現，須關閉噴泉清理。共
享觀塘海濱關注組成員昨日到沙田康文署總
部請願，要求署方馬上徹查是否有人在公眾
地方行為不檢及刻意破壞音樂噴泉，追究到
底，並向涉事人追討相關費用。
「東方昇」日前帶同沐浴用品，在觀塘海濱
音樂噴泉互動嬉水區脫去上衣及長褲，並戴
上浴帽，在身上塗抹沐浴露，直播「沖涼」，
並找來在場嬉水的小朋友為他擦背。康文署
周二發表聲明，指就有人在音樂噴範圍內作
出行為不當及使用梘液的行為，要關閉音樂
噴泉及互動嬉水區以進行徹底清潔，並研究
向有關人等採取法律行動，以追究責任。
共享觀塘海濱關注組召集人余邵倫，聯同
社區幹事黃啟燊、李嘉恒、彭俊發到康文署
請願。余邵倫指出，有所謂「網紅」為了博取
眼球，影響及剝削市民享用公共設施的權
利，行為不可取，要求康文署必須嚴肅處
理，立案調查，並追討維修費用及加強巡視
場地。

斥「低俗當有趣」憂教壞細路
李嘉恒指出，用梘液沖完涼的水沒有經過
污水廠化學處理，跟原來的噴泉水不同，不
適合市民玩樂，如市民在玩樂中不小心飲

用，容易造成身體不適。
黃啟燊表示，觀塘音樂噴泉是大眾期待已
久、為街坊提供輕鬆娛樂的地方，不過，有人
竟公然當眾沖涼，「低俗當有趣」，超越道德底
線，作為家長，非常擔心小孩有樣學樣。
彭俊發批評涉事人嚴重缺乏公民意識及社

會責任感，希望政府從速跟進。
關注組呼籲市民要保持地方清潔，愛護公

物，不要塗鴉及破壞環境，政府亦應加強市
民公民意識，讓使用者明白愛護環境及公物

的重要性。
康文署提醒市民，根據第132BC章《遊樂

場地規例》，當任何人在遊樂場地內時，不
得作出擾亂秩序及不雅的行為，而衣着方面
則須恰當；任何人不得在遊樂場地內妨礙、
騷擾或煩擾任何其他正在恰當地使用該遊樂
場地的人；任何人不得在任何用作美化環境
的湖、池塘、溪澗或水中沐浴、涉水或洗
濯。任何人違反條例，可被判處罰款2,000
元及監禁14天。

關注組促追「東方昇」噴泉維修費

香港文匯報訊 立法會昨
日三讀通過《2021年僱員補
償（修訂）條例草案》。條例
草案的目的，是擴大《僱員
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至涵
蓋僱員在「極端情況」下上下
班途中遭遇意外受傷或死亡
的情況。政府希望法例可於
今年7月正式生效，以便就
颱風季節作好準備。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昨日在恢復二讀辯論《2021
年僱員補償（修訂）條例草
案》時表示，特區政府於
2018年9月超強颱風山竹襲
港後，檢討了應對超強颱風
吹襲或其他大規模天災的機
制而制定的其中一項措施。
他續說，如因超強颱風或

其他大規模天災嚴重影響在
職市民有效復工，政府會審
視及因應情況，作出適用於
全港的「極端情況」公布，並
於有關公布中指明「極端情
況」存在的期間。除與僱主
就「極端情況」出現時訂立有
上班協定的必要人員外，市
民應留在原來地方或安全地
點，而非立即啟程上班或外
出。政府會於公布「極端情
況」生效的首兩小時內繼續
審視情況，並再公布會否延
長「極端情況」的期限。

根據現行《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在
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紅
色/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並
於該天的工作時間開始前四小時內，
以直接路線由其居所前往其工作地點
途中，或在該天的工作時間終止後四
小時內，由其工作地點前往其居所途
中遭遇意外受傷或死亡，會被視作在
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引致，
可獲該條例的保障。
羅致光表示，政府考慮到僱員在

「極端情況」下上下班途中，可能亦如
剛才提及的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暴雨
警告信號生效期間的情況，身處的環
境危險性比較高，故認為向有關僱員
提供充足的僱員補償保障是必要和合
理。因此，草案建議把僱員在「極端
情況」下上下班的情況納入《僱員補
償條例》的保障範圍內，讓相關僱員
可於僱員補償方面受到相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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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表示，修正
案的目的是以進一步改善免遣返聲請的審

核程序，並加強入境處在源頭堵截、執法、遣送
和羈留方面的工作能力。
針對有反對派中人爭議賦權政府可以要求航空
公司，在航班抵港前向入境處提供乘客資料，以
及禁止運載個別人士來港。「支聯會」「民
陣」、「工會聯合陣線」等攬炒派組織都不斷製
造恐慌，向市民造謠，聲稱相關條例是「鎖港法
例」云云。
李家超批評，對於有人及團體故意歪曲條文，
指稱會限制香港居民的出入境自由，以不符事
實、煽動情緒的言語及標籤，散播謠言，蠱惑人
心，保安局已在較早前多次發出嚴正聲明，予以
譴責，以正視聽。

李家超：不影響港人出入境
李家超強調，「指示航機不能運載某人，是針
對前來香港、而非離開香港的航機，並不會對香
港居民的出入境自由有任何影響，附屬法例將訂
明所針對的航機只適用於針對前來香港的航
機。」
他補充，政府日後會提交附屬法例，訂明入境

處處長新權力只適用「前來香港的航機」，而有
關附屬法例須由立法會通過。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本港被假難民問題困
擾多年，近年更影響司法機構運作，有必要透過
修例堵塞漏洞。基本法已明確保障了港人出入境
自由，但反對派就利用條例，刻意製造恐慌和抹
黑香港特區政府，把條例形容為「鎖港條例」，
完全是重施修例風波的套路，唯恐天下不亂，不
放過任何一個挑起社會混亂的機會，透過製造恐
慌，煽動市民仇視中央、反特區政府的情緒。

陸頌雄疑攬炒派「身有屎」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表示，有關人等的言論完全
是危言聳聽，唯恐天下不亂。今次修訂主要確保
國際航空交通的安全，而涉及假難民的官司開支
每年高達十多億元，站在妥善運用公帑的原則，
有必要作出修訂。攬炒派如此大反應，將一件好
事妖魔化，令人質疑是否「身有屎」，擔心影響
他們「走佬」計劃。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表示，條例賦權入境處處長
指示運輸工具不可運輸某些乘客，做法是保障香
港安全，加上當局已多次澄清並非「鎖港條
例」，只是有人企圖把歪理說上百次，以為可以
變成「真理」，企圖令人相信。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揶

揄，有人聲稱在香港受到「政治迫害」而「逃亡」到
外國，是甘願淪為港人版本的「假難民」。

●陳茂波（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立法會昨日在39票贊成、2票反對下，三讀通過《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圖為議員進行條例草案三讀投票。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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