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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總外圍水馬移除 李家超表示:

香港全面回復安全常態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昨天早上，政府總部
回復原貌，外圍的水馬已被移除，展示香港原有的安全面
貌。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網誌表示，政府總部是管治核心
的標誌，再展安全面貌，象徵香港安全、穩定和信心。至
於其他地方的水馬，亦已被移除或即將移除，香港全面回
復安全常態。

今年國慶日市民高興地度過
李家超指出，今年國慶日，全港多區掛滿國旗和區
旗的旗海，舉辦不同的慶祝活動，市民高興地度過。
這與在 2019 年的國慶日 「黑暴」和外部勢力插手破壞
的場面，形成強烈對比。當日香港多區出現暴動、襲
擊及破壞，暴徒投擲超過 100 枚汽油彈，在最少 68 處
地點縱火，大肆破壞港鐵、警署、政府建築物和商店
等，又焚燒國旗及破壞國慶裝飾，警方拘捕暴徒及犯
罪分子約 300 人。相比今年 3 天前的國慶日，市民在
國旗和區旗的旗海當中興奮地、熱烈地擺甫士拍照留
念，不同地方活躍舉行慶祝活動，國慶日在興奮和鼓
動人心的氣氛下度過。
「黑暴」平定之後，政府積極進行復修和美化工
程，例如年初至今，已為約 200 個道路構築物和約
10000 支燈柱進行美化。這不單為社區帶來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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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料明年中
可完成 23 條立法
【香港商報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預
計，香港基本法 23 條的本地立法工作有望在明年上
半年完成。他指出，10 月 30 日是本屆立法會會期中
止的日期，沒有足夠時間完成立法工作，但新一屆
立法會在明年上半年仍有數個月時間，希望明年上
半年能完成工作。他說，並沒有問過保安局局長，
純粹是自己估計。

普羅大眾不會受到影響
譚耀宗強調，香港國安法及 23 條只影響小部分
人，普羅大眾不會受到影響。香港作為國際城市，
要防止被外國勢力利用，成為顛覆國家或危害國家
安全的基地。他說，社會不應只強調 「兩制」，否
則會讓人覺得排斥 「一國」。香港未來應繼續做好
自身角色，落實好 「一國兩制」，配合及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
談及近期離港情況，譚耀宗指香港的人口流動性
一向高，情況並非罕見，但外國也未必一定會有好
環境，認為香港有大灣區等發展機遇，呼籲香港市
民同心努力。

更 創 造 近 300 個 臨 時 職
位，有助紓緩受疫情影響
的失業情況。

國安法立竿見影
遏反動力量
李家超認為，這是香港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在網誌稱，政府總部外圍水馬已被移除，恢復原貌。圖為工作
國安法和 「愛國者治港」
人員移走剩餘的水馬。
中通社
原則所帶給香港的。香港
國安法立竿見影，破壞和反動力量全面減退，外部
撥款可達 2800 億元，對香港的建設、發展和就業產
勢力不敢公然插手破壞香港。香港安全和穩定回來
生重要作用。
了，市民生活回復正常了。 「愛國者治港」原則讓
他說，香港再展安全面貌，回復安全常態，鞏固了
立法會回復理性，不再成為外國代理人癱瘓或顛覆
香港發展和繁榮的基礎，加上 「十四五」規劃、粵港
政 府 的 工 具 。 今 屆 立 法 會 在 「愛 國 者 治 港 」 原 則
澳大灣區建設、 「前海方案」等無限機遇，我很有信
下，既監察政府又具建設性，預期通過的法例有 40
心，在政府和廣大市民、各階層、各界別的共同努力
多條，是過去每年平均 20 條的一倍，財委會通過的
下，香港前途無限。

70%受訪港青認同
大灣區多就業機遇

職工盟解散 保安局稱依法追責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職工盟昨日召開
特別會員大會，表決執委會早前通過的解散議案，獲
大比數會員通過。民建聯和工聯會均表示，要求警方
繼續跟進職工盟的違法調查，將違法責任追究到底。
保安局重申，警方續會調查相關組織及人士的刑責。

警方會繼續根據證據及法律，依法追究危害國家安
全的組織及人士的罪責，確保可以將有關組織和人士
繩之於法，使他們沒有機會危害國家安全。

促請政府加大力度嚴查到底，以彰顯香港法治精神。

民建聯指完全咎由自取

刑責不因解散而被抹走

民建聯指出，職工盟一直假借工會組織之名，進行
大量的反中亂港活動，在多次政治事件中發動大罷
工，煽動香港市民仇視政府，擾亂市民正常生活。職
工盟與 「支聯會」等顛覆國家政權、推翻國家執政黨
的 「顏色革命」組織基本上是蛇鼠一窩，落得如此下
場完全是咎由自取。
民建聯續指出，有關當局亦要跟進職工盟負責的僱
員再培訓工作，確保課程能順利完成或妥善轉介其他
培訓機構，減少對受訓人士的影響。
工聯會表示，職工盟自成立以來，一直擔任外國政
治代理人的角色，長期收受外國資金，大搞港版 「顏
色革命」，嚴重危害香港社會安寧和國家安全。職工
盟昨日表決解散，目的是企圖逃避法律罪責。工聯會

工聯會指出，職工盟長期假借工會組織名義行政治
煽動之實，利用工人權益作其政治燃料，不斷向社會
各界發放鼓吹違法、 「港獨」信息，是徹頭徹尾的反
中亂港組織；發動所謂 「大三罷」鼓動癱瘓機場、鐵
路，重創香港聲譽；發動醫護連日罷工，癱瘓醫療系
統，挾持無辜病人作 「政治人質」；一些被煽動、
「洗腦」的學生遭利用作罷課工具，成為要脅政府的
棋子。 「大三罷」衍生一連串禍亂，市民的自由和人
身安全慘遭剝奪，更有無辜的清潔工友慘死在暴徒之
手，更多的打工仔的生計受到負面影響。
作為扎根香港 73 年的工聯會，現時擁有 41 萬多會
員，一直堅持 「愛國、團結、權益、福利、參與」的
方針，積極維護勞工權益，推動改善民生，務實為打
工仔服務，為勞工打拼。工聯會會一如以往堅守服務
承諾，工友有任何疑難時可以找工聯會。

保安局發言人表示，正如保安局多次重申，一個組
織及其成員犯下的罪行，其刑責不會因解散組織或成
員的辭職而被抹走。警方會繼續全力追究任何涉嫌違
反香港國安法及其他香港法例的組織及人士。
發言人指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可造成非
常嚴重的後果，必須採取措施以防範和制止有關行為
和活動，將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及人士所帶來的
風險減至最低。當局會針對曾經收受外國政治團體捐
款的本地組織仔細進行調查，並會按需要運用香港國
安法下的《實施細則》及其他相關條例的權力，要求
提供資料或採取其他所需行動。

工聯會稱可為工友解難

民建聯促訂「告別房」路線圖

民建聯成立 「告別房行動」 促政府制訂政策路線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民建聯成立 「告
別房行動」，提出十大倡議，推動特區政府制訂
「告別房」路線圖，把 「告別房」列入長遠房屋
策略中。民建聯期望政府與各界集結力量，由提供公
營房屋、過渡性房屋或其他類別資助型房屋，到推出
補貼支援措施等，在短中期內達致明顯的改變，讓香
港市民 「告別房」蝸居日子。
民建聯主席李慧表示，現時有達 11 萬個基層家
庭居住在房、籠屋等不適切居所，48%有申請公
屋。民建聯要求政府改用 「政策目標」為本的房屋供
應推算模式，每年興建 3 萬個新公屋，預計用 6 年可
恢復申請住戶 「三年上樓」目標，具體措施包括，引

用政府《收回土地條例》，縮短規劃申請時間及提高
已規劃項目地積比；發展新界北，興建香港新中心，
預計可容納 100 萬人，提供 40 萬個單位及逾 65 萬個
就業機會。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 「告別房」路線
圖需要分階段進行，首階段為實現出租公屋 3 年上樓
目標，先讓 3 萬輪候公屋的房戶搬離房；第二階
段則是供應 3 萬至 5 萬個過渡性房屋，讓 5 萬個房
戶搬離；其後則是規劃新界北，增加就業機會，減少
「工作房戶」，同時擴充交通網絡及交通費津貼；
最後階段則是提供支援措施，支援餘下的房戶。合
共能惠及 11 萬個房戶，徹底告別房。

工聯青委呼籲政府優化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工聯會青年事
務委員會一項調查發現，有 70%受訪香港青年表示
會考慮申請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短期合約職位，62%
則考慮申請大灣區內地城市一些學歷要求較低的一
般職位及技術類職位。工聯青委呼籲，政府勿忽視
技術及專科型香港青年需求並建議政府盡快優化及
推出新一輪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工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於 9 月份進行了《大灣區
青年就業調查》問卷調查，共訪問 307 名 45 歲以下
青年會員。結果發現，有 63%受訪青年願意到大灣
區做全職工作、70%認同大灣區就業是充滿機遇，
反映他們對於到大灣區工作是持正面態度。而 「收
入水平」、 「發展機遇及前景」及 「生活配套及環
境」則是他們會考慮到大灣區工作的三大主要因
素。然而，調查發現約 82%受訪者表示，不掌握大
灣區的規劃發展政策及對港人的福利優惠、80%認
為現時大灣區就業資訊不足。

工聯青委提 5 項建議
就政府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有 76%
至 85%受訪者贊成放寬參加者年齡、延長計劃申請
期、放寬參加者學歷及擴大職位行業範圍；另有約
70%不知道有廣東省事業單位招聘、深圳市招募公
務員及粵港澳大灣區網站等計劃。
工聯青委對此提出 5 項建議，包括建議政府推動
不同機構，提供半年或一年短期 「試工」職位；推
動機構或公司在《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提供工科
或專才技術類職位空缺；從大灣區發展前景及生活
環境兩方面加大宣傳力度；推出《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2.0 優化版；政府應委任受認可坊間團體提
供 「一站式」服務，協助青年報考事業單位空缺，
讓他們對融入國家發展更有信心。

凡事皆有因，有因皆有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