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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即將在
12月19日舉行，是完
善選舉制度之後第二場

重要選舉，提名期將於今天結束。從參
選人人數來看，預料選情十分激烈，許
多功能界別出現多人競爭局面，使以往
部分議席自動當選的局面一去不復返。對
於市民來說，有競爭的局面當然是好事，
說明將來的立法會更具代表性及多元參
與，為香港參政議政文化帶來新氣象。

是次立法會選舉吸引一眾有志服務香
港之士參與，令反中亂港勢力不是味
兒。連日來，一些畏罪逃亡至海外的反
中亂港分子，發起所謂的「如水計
劃」，煽動市民不投票，企圖使選舉陷
入混亂。

例如潛逃海外的許智峯、丘文俊等反
中亂港政客，近日不斷在社交網站發
帖，鼓吹「全民杯葛 2021 立法會選
舉、不投票、不參選」，配圖更展示煽
動分裂國家的口號，恣意挑戰香港國安
法和選舉法例。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第27A條，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
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票或投無效
票，即屬非法行為，可判處罰款20萬元
及監禁3年。這些有如喪家之犬的反中
亂港分子肆無忌憚在海外鼓吹違法行
為，只因他們以為身在香港境外，香港

執法機關無法對他們嚴正
執法，讓他們有恃無恐，
不單自己作出違法行徑，
還公然煽惑香港市民參與
杯葛立法會選舉，行為簡
直卑劣無恥至極。難怪保
安局局長鄧炳強批評許智峯等人「叫人
衝、自己鬆」，是羞恥、虛偽的懦夫行
為，亦令家人蒙羞。

事實上，廉政公署已拘捕2男1女，
他們涉於互聯網轉載許智峯等人的帖
文，呼籲市民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白票，
涉嫌違法。筆者相信越接近選舉日，反
中亂港勢力鼓動市民投白票的違法行為
會越來越猖狂。反中亂港勢力得到外部
反華勢力的庇護，獲取源源不絕的資
金，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成為這些外部
勢力打壓中國的「棋子」。反中亂港分
子自甘墮落成為反華勢力的「馬前
卒」，終有一天會自食惡果，受到法律
嚴懲。全港市民須認清他們的真面目，
不要參與不法呼籲或轉載相關違法內
容，避免墮入法網。

政府近日公開表示，對任何違法行
為，執法部門必定嚴正執法，不會讓違
法分子逍遙法外。反中亂港分子企圖藉
立法會選舉再次攪亂香港，市民除了不
要以身試法外，也要在投票日踴躍投
票，利用選票向他們說「不」。

踴躍參選 理性議政 全力為民謀福
立法會選舉提名今天截止，報名參選反應熱烈。香港由

亂及治，立法會亦重回正軌，行政立法關係形成良性互

動，議事效率明顯提升，市民開始享受到摒棄政爭、聚焦

發展的成果，也證明完善選舉制度下的立法會不是「一言

堂」、「橡皮圖章」。選舉必然有競爭，有競爭才能有進

步。市民都期望，有更多有識之士踴躍參選，保持選舉的

競爭性，盡民意代表的職責凝聚最大社會共識，推動香港

聚焦發展、為民謀福。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

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立法會
的亂象基本消失。在延長的一年任期內，立法
會順利處理多項積壓良久的條例草案，議會效
率大幅提升。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日前在電台節
目表示，在上任司長後，首項重要任務是與立
法會溝通，並指立法會在過去幾個月工作認真
及效率高，包括在過去一年完成審議46條草
案，本會期亦批出3,200億元撥款。他指，留意
到立法會與政府有共同意願為香港做事，有別
於以往的「破壞年代」、「癱瘓議會」及「令
『一國兩制』成功打折扣」的年代。

議會回正軌市民受惠
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和撥款數量創歷年新高，

另一方面，一些具爭議的法案，如引入海外醫
生、劏房租管等，在採納議員意見後獲得通

過，反映行政立法關係重回正軌，但議會不是
對政府唯命是從的「舉手工具」，行政立法以
以民為本、為民謀福為出發點，合作服務市
民，證明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的民主政制朝
着優質民主方向前行，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
也符中央和港人的期望。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場立法會選舉啟動，社
會各界、廣大市民期望新一屆立法會進一步發
揚理性議政、推動香港進步的新風氣，保障市
民分享更多新制度新發展的紅利，這更需要來
自不同階層、界別的代表踴躍參選，由選舉過
程開始，向公眾收集不同意見和訴求，引起政
府和社會各界的關注，當選後更把多元訴求帶
入議會，為政府施政提供建議，依法監督政府
施政、不斷改善施政，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這也是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應有之
義。

新選制展現多元包容
選舉必然有競爭，有競爭才能有進步。全

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
確指出，「我們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
是要搞『清一色』。」這意味在確立「愛國
者治港」的原則下，立法會選舉仍然是包容
多元。近日，香港紫荊研究院發布了一項關
於這次立法會選舉的民調結果。資料顯示，
1,520名市民中，有七成多的人相信有志人士
可依法公平參與選舉，同樣有七成以上的人希
望候選人之間有充分競爭。有分析指出，保持
選舉的競爭性，才不會讓選舉流於形式，才能
推動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健康持續發展，也才

能讓當選的人更能體察選民信任來之不易、敬
畏市民期待不敢辜負，用心用情為民辦實事、
辦好事。

從報名參選的實際情況來看，選委會、地區
直選、功能界別的競選都很激烈，連以往長期
被反中亂港勢力壟斷的醫療衞生界和教育界，
都出現多人參選的熾熱選情，充分證明新選制
多元包容，只要愛國愛港，任何人都可以取得
足夠提名、參政議政，也顯示新選制遏制了泛
政治化歪風，營造良好的政治大環境，吸引更
多有識之士出來貢獻才智服務香港，以真才實
幹爭取選委和市民支持。

希望各政黨、從政者以對港人福祉負責為
己任，以實事求是、大公無私的態度參政議
政，積極督促政府達至良政善治、推動惠民
改革。

美國幾個參眾議員9日傍晚偷偷摸摸飛抵台灣「訪
問」，表面上是藉此宣示力挺台灣民進黨當局，但實
際上不過是一場拙劣的政治表演，為輿論所不齒。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當天證實，美國有國會議員訪
台，他狡辯稱此行符合美國在「與台灣關係法」之下
的義務，並稱聯邦議員搭乘美國軍機出訪是國會代表
團的慣例。

據台媒報道，美國聯邦議員團中有4名共和黨參議
員，還有2名眾議員。台灣當局稱美國聯邦議員的相關
行程，是由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協調安排。台方以
尊重訪賓意願為由，企圖為自己開脫責任，這是說不通
的。

反華勢力興風作浪有兩個目的
大陸國防部11月9日晚對美國議員竄訪台灣作出

譴責和嚴厲警告。就在當晚，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兵
力在台海方向進行聯合戰備警巡。台灣是中國的神聖
領土，不容外部勢力干涉，不容分裂分子繼續作惡！

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從來都對華仇視，是非不分，立
場邪惡。在中美關係中製造事端，炮製各種反華議
案，是他們的慣用伎倆和營生手段，讓他們改變態度
是不可能的。中美關係的不斷惡化，與這些反華極端
勢力的搗亂破壞有直接的關係。他們不斷打「台灣
牌」是有雙重目的：一是企圖在美國和國際上欺世盜
名，欺騙輿論，興風作浪，分裂中國；二是為了對美
國當局施加政治影響和壓力，以顯示自己的政治能
耐，牽制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這已是今年以來，美國聯邦議員第二次竄訪台
灣。6月6日，美國三位參議員利用當時島內正與疫
情奮戰之機，假借向台灣提供疫苗的名義，從韓國
搭乘美軍C-17運輸機飛抵台灣機場「捐助疫苗」，
並在機場會晤了蔡英文等台灣官員。實際上，這是

美台聯手精心策劃的陰謀，是美台企圖進一步向大
陸挑釁試探，聯手搞所謂的「軍事外交突破」，但
結果遭到強烈譴責和反制。美國三位參議員深知這
是「踩紅線」的危險舉動，搞不好要大禍臨頭，因
此匆匆離去。

台灣「倚美自重」屬自欺欺人
最近幾個月來，台海局勢高度緊張，華盛頓當局不

敢輕舉妄動、胡言亂語。拜登曾經在公開場合回答記
者提問時冒了一些泡，但白宮感覺不對，事後馬上自
己滅火澄清。台灣當局「倚美謀獨」，變本加厲，氣
焰囂張，但結果是大陸方面迎頭痛擊，公布「台獨」
頑固分子清單。大陸對民進黨當局的「台獨」零容
忍，打擊「台獨」分裂行徑不計成本。

但美國反華勢力和「台獨」勢力都是不會甘心和死
心的，他們仍在蚍蜉撼大樹般地頑抗。此次美國聯邦
議員在台灣的再次出現決不是偶然的，是台灣當局和
美國反華勢力聯手策劃製造的又一次試探和挑釁活
動。不過，他們心裏卻很害怕。

美國聯邦議員團在台灣的行蹤鬼鬼祟祟，性質極其
惡劣。此次美國議員改從菲律賓乘專機去往台灣，也
是精心策劃的，意在表明美國在台灣周邊有多個盟國
和軍事基地，可以從多方向飛往台灣。

但不管美方耍弄什麼花招，玩弄什麼陰謀，美國幾
位議員在台灣與蔡英文當局進行了哪些新的勾連，實
際都改變不了台海的戰略局勢，以及台灣當局頑固堅
持分裂主張的必然失敗命運。台灣連美國議員誰去了
都不敢說，美國議員連夜都不敢在台灣過，台灣「倚
美自重」純屬自欺欺人，美國議員的竄訪不過是為蔡
英文當局做個樣子壯壯膽而已。台灣當局「倚美謀
獨」，與美國加緊各種勾結，企圖頑抗到底，這是十
足的愚蠢。

美議員竄訪台灣手段拙劣
馬躍 資深國際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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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關香港與內地將實現「通
關」的消息頻頻傳出。11月4日，國務
院港澳辦表示，兩地恢復「通關」的工
作正有序推進；11月5日，特首林鄭月
娥表示，免檢「通關」進展良好，期望
明年二月能與內地恢復有規模的免檢
「通關」。社會各界為實現「通關」付
出許多努力，現在只差臨門一腳，港人
應積極配合相關工作，勿讓努力付諸東
流。

新冠疫情爆發前，近20萬香港居民
因工作或家庭原因經常往返兩地，不
能正常「通關」阻斷了兩地原本緊密
的聯繫。網絡民調顯示，96.1%的香港
網民最希望恢復與內地和澳門的正常
雙向「通關」；90.6%的受訪者稱兩地
未能「通關」對自己有影響。推動兩地
早日「通關」已成為香港社會的基本共
識。

自9月底兩地專家舉行第一次「通
關」對接會議後，特區政府向內地看
齊，逐步收緊防疫措施。從本月起，市
民進入政府大樓、公院及官校均須使用
「安心出行」應用程式掃碼。同時，為
「外防輸入」，政府將全面收緊豁免檢
疫安排，取消包括使領館人員在內的絕
大部分豁免類別，只保留維持社會民生
所需的豁免類別。

特區政府已下足功夫，但香港市民也
要為免檢疫「通關」作出配合。筆者認
為，市民可從兩方面為「通關」創造有
利條件。

其一，加快新冠疫苗接種。本港疫苗
接種總劑次近日突破900萬大關，雖已
取得一定成果，但最近一段時間每日接

種數逐漸走低。接種疫苗仍是防控疫情
的重要手段，港人應珍惜接種機會，盡
快構築免疫屏障。

其二，擴大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
式。當前，部分港人仍對使用「安心出
行」有疑慮，但「安心出行」的作用不
可否認。在2月爆發的「名潮食館」群
組感染中，「安心出行」就曾發揮作
用，有掃碼登記過的患者收到風險提示
後做檢測而確診。追蹤個案行蹤時，人
的記憶難免會有錯漏，但使用「安心出
行」則可避免這種情況，從而有效控制
疫情傳播。

目前政府雖已在部分地點強制使用
「安心出行」，但部分港人擔心洩露私
隱，仍對使用「安心出行」有牴觸。筆
者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個人私隱確實
非常重要，但面對疫情擴散可能帶來的
社會風險，我們也應考慮對社會的責
任，把握個人私隱保護與公眾利益間的
平衡。

「安心出行」推出時間已近一年，特
區政府照顧港人情緒，此前沒有強制使
用。但放眼世界，法國、新加坡、新西
蘭等國在大疫之下也採取強制措施，要
求民眾必須使用追蹤程式。如新加坡便
強制民眾進入食肆、商場、辦公大樓等
公眾場所時啟動追蹤程式，以便追蹤檢
測。

港人一向注重社會公德，懂得為他人
着想，不給他人添麻煩。疫情之下，這
種社會責任感更顯珍貴。在實現兩地
「通關」的緊要關頭，港人應發揚「人
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忍一時之
不便，以早日告別困守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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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安平

「家和萬事興，人和百業旺」，足以說明社會穩定
和行業興旺的因果關係。回想去年所進行的會員就業
調查，在黑暴和疫情的陰霾籠罩下，建造業就業情況
比2003年「沙士」時期還嚴峻。及後，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和反中亂港政客集體辭職後，社會轉趨穩定，
立法會再無「拉布」陋習出現，財委會在短時間內批
出多項已積壓很久的基建工程，創造更多建造業職
位，社會穩定即時起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一年已過，工會再次向會員進行就業情況調查，發
現建造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有明顯改善，初見建
造業的寒冬已經過去，就業的曙光照暖整個建造業，
甚至對其他行業起了積極、正面作用。調查結果發
現，有九成五受訪者表示，在疫情期間沒有打算轉
行，對特區政府的抗疫、防疫工作充滿信心，很快走
出谷底。同時，有七成八受訪者表示，已經響應政府
的呼籲接種新冠疫苗，為工地做好防疫付出一分力！

建造業雖漸露曙光，但仍面對不同的挑戰。最迫在
眉睫的，就是辦理「銀卡」續證和新證問題。一直以
來，建造業議會肩負着辦理「銀卡」（指定行業安全
訓練）開辦課程及發卡的機構，由於疫情關係而被迫
停辦。本港現時疫情稍緩，議會雖已加推「銀卡」課
程，紓緩「塞車」情況。然而，議會辦理「銀卡」續
證和新證的速度未如理想。現時有6,000多名工友等
候辦理換證手續。由於政府工程都需要工友持有「銀
卡」，方可進入工地。政府現在加推大型基建工程，
有些工種出現嚴重缺人情況，筆者期望政府盡快解決
問題，例如放寬參與公務工程的工人進入工地的資
格。長遠而言，政府應准許其他培訓團體開辦「銀

卡」課程，紓緩「塞車」情況。
再者，根據建造業議會數據資料顯示，全港註冊的

建造業工人有58萬名，有超過25萬名工友的年齡是
超過50歲，而當中有一半是「熟練工人」（俗稱「大
工」）。相反，達到「大工」水平的青年（20至39
歲）只有約3萬人。後起新秀根本未能支援未來香港
基建發展。因此，長期發展而言，政府必須做好在職
培訓工作，解決青黃不接的問題。

加大培訓人才力度
由於近年建造業工人經常面對「一是飽死（大量基

建同時上馬），一是餓死（沒有基建上馬）」的處
景，許多年輕熟練工人經常面對以上情況，在開工不
足的情況下轉行至其他行業，浪費之前所學的技術，
導致傳統工藝逐漸流失。有部分較年輕的工友因入行
時間較短，未達到師傅程度，已因經濟環境欠佳而被
迫轉行。殘酷的現實就是，業界將會流失一批有志投
身建造業的生力軍。政府必須要做好長遠發展計劃，
基建工程項目必須按序推出，解決「飽死」、「餓
死」問題。

最重要的是，業界長時間在培訓上出現缺口。政府
當務之急，須加大力度在業界的培訓工作，讓市場上
處於待業或開工不足的工人，提供有津貼的專業培
訓，讓入行幾年的「中工」，培訓成為「大工」。當
經濟好轉的時候，就可以為業界提供足夠人才。

最後，筆者冀望政府能夠聽取業界訴求，將困局化
作機遇，從「危機」中尋找「機會」，作業界長遠的
發展及部署，為未來建好經濟復甦的平台。

建造業露曙光 解青黃不接之困
黃平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