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時香港年輕家長工作壓力越來越大
，再加上小朋友的學習壓力。民建聯在一
項調查中顯示，年輕家長的工作與家庭生
活難以平衡。受訪家庭中，近80%為雙職
父母，其中超過60%父親每日陪伴子女時
間不足2小時，甚至有近10%父親完全沒有
時間陪伴子女。

本報記者 文 軒

民建聯促助雙職父母減壓
倡加子女免稅額 增生活津貼

立會否決特權法查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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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在 「環境網誌」撰文，
呼籲港人歡度春節的同時，不忘減廢。

黃錦星在題為《蛇年添綠意．惜物齊積福》中指出，蛇
年將至，家家戶戶都正忙於大掃除，迎接新的一年。正所謂
「年廿八，洗邋遢」，新的一年大家都期望有新的開始。香

港要成為一個更宜居、可持續的國際大都會，源頭減廢是環
保生活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減廢為先，大家可從日常生活
中的小節手。在農曆年期間，減廢可行三部曲。

首先，在清理家居物品時，大多數會有一些舊衣服或物
品。其實這些舊物可以回收再用或轉贈予慈善機構和有需要
的人士。

此外，市民在節日都會聚首一堂，吃團年飯或春茗。廚
餘佔本港固體廢物約四成之多，適量點菜，以及把剩餘的飯
菜打包，可大大減少廚餘。拜年時也可以從源頭減廢，例如
購買賀年禮物時重視簡約包裝、自備購物袋、讓利是封 「循
環再生」等。

第三，新年過後，大家可以把多出的賀年禮物或用品轉
贈予慈善機構。至於年桔、年花和利是封等，亦可作資源回
收。惜物減廢、惜食積福。

黃錦星最後向市民拜年，祝蛇年人人環保，香港綠綠無
窮！

另外，黃錦星昨日與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的成員到大埔
太和一個食物回收計劃機構，共享綠色午餐，感謝他們支
持 「惜食香港運動」，並藉此呼籲市民在農曆新年期間惜食
減廢。黃錦星稱，席上五一湯，即是合共六個，寓意六
六無窮，雖然六道菜全是蔬菜、豆腐與蛋，沒有大魚大肉，
但最重要食得健康和開心。

【本報訊】律政司發言人昨日表示，就廉政公署一宗涉
及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劉夢熊的案件，以及唐英年九龍塘約道
七號寓所若干建築工程個案，律政司司長為免可能產生偏頗
和不當影響的印象，在信納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資深大律師
與涉及上述案件的人士沒有關連之後，已授權刑事檢控專員
處理該等事宜，包括有必要時考慮是否作出檢控。

律政司司長認為基於公眾利益，應該向社會表明律政司
將會如何處理相關事宜。律政司司長作為律政司的首長，會
確保這些個案均會根據妥當及適當的程序處理，並嚴格遵照
法律及檢控政策行事。

律政司有既定機制確保檢控決定公平公正。在有需要時
，授權刑事檢控專員作出檢控決定或尋求獨立大律師意見，
均是可以考慮的處理方法。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行政長官
梁振英以私人名義向《信報》發出律師信一
事，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葉劉淑
儀相信，梁振英仍未習慣傳媒的批評，只是
一時氣憤，認為不值得這樣做。另署理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梁振英是以私人名義發
信，政府不會就事件作評論。她又強調政府
會維護基本法賦予的權利，包括新聞、出版
及言論自由。

被嘲諷 葉劉曾欲告誹謗
葉劉淑儀（圓圖）昨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梁振英就一篇
評論文章而發律
師信，相信是一
時氣憤，但不值
得這樣做，因為
訴訟成功機會不
大，反而增加文
章的曝光率。她
認為，梁振英在
發信之前，應該

先諮詢律政司意見。至於是否要撤回律師信
，則應由梁振英本人決定。

她透露，在出任保安局局長時被嘲諷為
「掃把頭」，她認為涉及歧視，當時曾考慮

控告誹謗；但有法律意見引述英國案例指出
，官員的職責是要面對批評，不應興訟，因
而打消念頭。她認為，高官被人批評要有風
度，梁振英接下來應找下台階，表示不再追
究。她並強調政府會維護基本法賦予的權利
，包括新聞、出版及言論自由。

另外，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到荃灣
參觀年宵巿場後，接受傳媒提問時回應稱，
香港有新聞、言論及出版自由，但由於梁振
英以私人名義處理及回應事件，政府不會作
出評論。

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主席趙應春認為，梁
振英發律師信是個別事件，不擔心香港新聞
自由受壓制。他認為現時傳媒仍能維持言論
開放，政府高官面對尖銳甚至不正確的批評
，應視為政壇上的挑戰，不應當作個人攻擊
，若透過法律方式來回應批評，將引起社會
回響，或被人質疑是收窄言論空間的舉動。

黃錦星教新春減廢三部曲

刑事專員處理劉夢熊案

林鄭強調政府護言論自由

【本報訊】春節臨近，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昨日前往
深水區，向弱勢社群送上祝福。聶德權首先到基督教關懷
無家者協會活動中心，與數十位露宿者、板間房住客及前線
同工一起吃團年飯。席間，他與露宿者交談，了解他們的情
況及介紹社署及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服務和支援。

聶德權說： 「政府一向重視露宿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
多項支援服務，希望協助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同時提高他們
的工作技能，令他們邁向自力更生，盡早脫離露宿生活。」

現時，社署資助三間非政府機構，即基督教關懷無家者
協會、聖雅各福群會和救世軍，各設立一隊露宿者綜合服務
隊，為全港露宿者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日間及深宵外展探
訪、緊急及短期住宿、就業支援、起居照顧、緊急援助金、
長期住宿安排、跟進輔導服務及服務轉介等。

根據社署露宿者電腦資料系統紀錄，截至2012年底，全
港共有555位已登記的露宿者。

聶德權還到訪深水區大埔道一戶弱勢家庭，了解一家
五口的生活情況和需要，並向他們送上賀年水果，鼓勵一家
繼續積極面對生活挑戰。他說，為更有效地預防及處理家庭
問題，政府已增撥資源，在深水、觀塘、元朗和九龍城及
油尖旺區，增設四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令中心數目由2011
年的61間增至2013年2月的65間。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均設
有家庭資源組、家庭支援組和家庭輔導組，為市民提供一系
列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的家庭服務，協助當區市民預防和應
付個人或家庭面對的挑戰。

聶德權與露宿者食團年飯

【本報訊】2月8日，在新春來臨之際，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宋哲特派員前往公署領事部華潤辦公樓看望外國人簽
證處和中國人證件處全體幹部和職工，並與他們進行座談。

宋特派員高度評價過去一年的領事證件工作所取得的成
績，並對新一年的工作提出了要求，勉勵大家以高度的責任
感和使命感做好本職工作。領事部工作人員紛紛表示，一定
齊心協力，按照公署的工作要求，努力做好本職工作。

宋哲看望領事部工作人員

曾鈺成籲各黨派務實合作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反對派在
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僭建事件上死咬不放，工
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本已被安排在本月20日
的立法會大會上，就梁振英僭建事件提出動
議辯論，但她昨仍與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中 「抽水」，要求由內會提出成立
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浪費議會時間。結果
在建制派聯手反對下，其議案被否決。

何秀蘭提出以內會名義要求成立專責委
員會，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梁振英的僭建事
件，該黨的李卓人表示，有周刊再報道有關
消息，認為有 「新證據」，可邀請證人再講
述事件。事實上，何秀蘭早已提出辯論動議
，本月20日將於立法會大會上作討論，但一
眾反對派議員仍群起和議，民主黨的單仲偕
聲稱以特權法查證對事件有幫助，而該黨的
胡志偉亦稱，立法會不討論事件會有失職之

嫌。
不過，一眾建制派議員表明反對，民建

聯的葉國謙表示，何秀蘭已經獲准提出辯論
動議，根本不應在內會重複作討論，認為是
浪費議會時間。

工聯會的黃國健更以 「廢話成籮」來總
結反對派議員的發言，表明工聯會反對由內
會提出立委員會調查的動議。在建制派聯手
反對下，議案最後以18票贊成、30票反對而
否決。

內會昨亦討論有關施政報告簡介會於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時間安排，工聯會的
王國興指出，各事務委員會只得一小時向
官員發問，認為至少要延長半個小時。建
議得到各黨派的立法會議員支持，內會主
席梁君彥表示，會與立法會秘書處一同向
政府反映意見。

天秀墟檔主促改善人流

▲黃錦星（左四）昨與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成員及 「食
德好」 的人員共享綠色午餐，並感謝委員會成員對惜食
香港運動的支持

▲聶德權（右）與露宿者邊食團年飯，邊交流意見

▶葉國謙批
評何秀蘭提
出辯論動議
，根本不應
在內會重複
作討論，認
為是浪費議
會時間

對此，民建聯建議當局應制定相關措施協助家長
，包括提高子女免稅額、增加生活津貼，以助減輕負
擔和壓力，家長可以爭取更多與子女相處機會。

香港的經濟發展速度快，但港人的生活壓力大。
尤其是年輕的家長，既要為事業奮鬥，又要照顧父母
，同時還要兼顧子女的教育，加上生活成本高企，許
多年輕父母都是滿腹苦水。根據民建聯家委會的調查
，年輕家長形容處境 「辛苦」、 「不開心」、 「混亂
」、 「無助」、 「前景不明朗」，其壓力之大，可見
一斑。

10%父親無時間陪伴子女
調查還顯示，年輕家長的工作與家庭生活難以平

衡。受訪家庭中，近80%為雙職父母，其中超過60%
父親每日陪伴子女時間不足2小時，母親亦近40%，
而近10%父親甚至完全沒有時間陪伴子女。

在子女方面，隨競爭的幼齡化，學習壓力日益
沉重。民建聯家委會主席李慧指出： 「現在小孩的
履歷上已經不能寫鋼琴、英語這類已被視為一般兒童
必備的技能，要寫也只能寫豎琴、西班牙文。」刻下
家長為求孩子考入心儀幼稚園和小學，對他們的要求
愈來愈高，子女的時間全被放到學習各種技能上，與

此同時，年輕的父母也在為這高昂的學費加班加點，
雙方能夠相處的時間是少之又少。

民建聯家委會認為，年輕家長多屬中產，而中產
又是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若家庭不穩定，便
很難全心全意投入工作，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會受影響
。對此，民建聯認為港府制定的政策起舉足輕重作
用。然而，目前政府主要眼於人口與就業，忽略了
「家庭」的概念。

李慧指出，在大環境尚未改變的情況下，年輕
家長應盡可能訂下靈活、彈性的上班時間，爭取更多
時間和子女相處；政府亦應吸取外國的成功經驗，提
高子女的免稅額、增加生活津貼，以及制定其他相關
政策，為家長們創造出一個穩定、良好的環境，希望
有助減輕他們的生活壓力。李慧更與一眾家委會成
員構思一副對聯： 「社會安定百業旺，家庭和睦萬事
興！」向政府表達民建聯的冀望。

▲天秀墟昨揭幕，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右四）及東華三院主席
陳文綺慧（左四）等應邀主禮

▲民建聯建議當局提高子女免稅額、增加生活津貼，協助雙職父母。左四為李慧

【本報訊】記者李兆德報道：天水圍天秀墟昨日在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主禮下正式開幕。林太指出，墟市為天水圍區市民提供更多消
費選擇及廉價生活必需品，並為基層市民帶來就業機會和經濟動力。
關注組織則表示，檔主普遍擔心墟市人流、宣傳及硬件配套不足，負
責墟市管理的東華三院回應稱，已逐步滿足檔主需要，並樂於聽取意
見。

林鄭月娥在開幕儀式上致辭稱，墟市內現有67位檔主原為天光墟
小販，小販租用墟市檔位後，不單可降低天光墟的噪音和環境污染等
問題，還可為小販們提供廉價安穩的地方，可謂兩全其美，亦顯出政
府 「應民所需，急民所急」。政府撥用2千萬元作天秀墟硬件投入以
平整地盤、製作組裝攤檔、渠務和園境綠化等工程。日後政府會繼續
與主辦單位一同為墟市提供優化改善。

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計劃主任黃穎姿則表示，不少檔主不滿主辦
單位規定每月至少營業20日及每日最少4小時營業時間，影響檔主日
常家庭生活。日前與東華三院開居民會議，檔主要求加建天幕、增加
宣傳力度、添加穿梭巴士、加大電壓、減少營業限制等問題，但未得
到院方回應。

天秀墟攤位除了售賣衣履鞋襪和糧油雜貨之外，亦有具備特色及
符合小區需要的行業，如理髮、美容、按摩、寵物用品、卡通素描及
魔術攤位，其中67位入選的夥伴檔主亦是天光墟原址小販。

於天光墟售賣兒童衣物的劉小姐表示，於天光墟擺檔約2至3年，
現在能於天秀墟營業感到安穩。唯擺檔時間長，無暇處理家中事務。
她續稱，墟市人流未如預期理想，出入口位置又不方便，建議主辦單
位可多加宣傳以刺激人流和增加生意。

東華三院主席陳文綺慧回應稱，研究於假日開辦天水圍西鐵站至
天秀墟的接駁巴士服務，並在西鐵站內派發宣傳單張，另亦考慮夏天
前在墟市內加設風扇等。未來發展方面，計劃於天秀墟內舉辦不同推
廣活動，例如露天表演、攤位遊戲、節日嘉年華等，希望能增加墟市
人流。

▲曾鈺成表示，若要成功推行普選，各個
黨派都應理性務實地合作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梁康然報道：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昨出席港台節目《星期五主場》，
談及去年訂立的個人目標 「建制泛民大和解
」，他坦言目前香港政治氣氛令人氣餒，若
要成功推行普選，各個黨派都應理性務實地
合作。他續說： 「我們已沒第二條路選擇，
如果要 『一國兩制』成功，真正達成普選目
標，不同黨派必須坐下來，一同討論以達成
共識。」

對於有關特首梁振英發律師信予《信報
》事件，認為採取法律途徑並非好辦法，政
治問題應由政治手法處理。

曾鈺成在節目中說： 「覺得他人評價自
己不公道，採取法律途徑處理事件非好辦法
。我相信，即使真的立案打官司，由法院去
處理，但法院的判決又能對事件有多大幫助
？總之，政治問題應由政治手法處理。」

早前政黨及政府就長者生活津貼一事上
，兩方鬧得很僵。雖然長津最終得以通過，
但曾鈺成形容，政府在事件上過於自信及偏

執，以寸步不讓的態度處理，圖用民意來建
立政府權威，結果令各方都輸。他說： 「在
長者生活津貼事件中，他們（指政府官員）
都覺得政府一定會打贏仗，主因是市民站在
政府一方，便企硬立場，利用民意建立政府
權威。但如果問我，我一定不贊成，因為政
治上沒有輸贏，事件到最後仍需要經立法會
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