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黨在區選前夕爆出總幹事涉嫖醜聞，外界一般

預計會對年底的選情造成打擊。在剛過去的荃灣區議

會福來選區補選，是要填補逝世的民主黨原議員議

席，結果民主黨候選人得票卻大跌700多票，相反獲勝

的工聯會候選人卻增加了600多票，似乎引證了民主黨

將會面臨「嫖債票償」的惡果。分析這次選舉固然與

涉嫖醜聞重創民主黨聲譽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

民主黨在區內的地區工作鬆散所致，相反工聯會卻默

默耕耘，長期從事地區服務，最終成功取得議席，這

才是勝選主因。建制派不宜將勝選簡單化為所謂的涉

嫖醜聞效應，而對之後的選情盲目樂觀，特別要注意

的是，從近日不同的跡象可以推斷，反對派的三線選

舉部署已經完成，建制派未來選戰肯定難打。

反對派針對未來多場選舉的部署，主要有三點：一

是就行政長官選舉進行整合及心戰部署；二是網絡宣

傳進行合併，以加強網絡宣傳力；三是明分暗合，表

面上互相狙擊，在實際的選戰上卻是高度配合，明確

各自的政治光譜擴闊票源。三個部署環環相扣，反對

派在當中的高度合拍，顯然有幕後之手全面統籌，表

面上的狗咬狗骨，不過是為掩飾暗中的選戰部署。

反對派干擾行政長官選舉的目的
反對派在行政長官的選舉中，雖然明知不可能勝

選，卻從不放棄「搞局」。反對派多名頭面人物都表示

有興趣參與選舉，包括何俊仁、梁家傑等，但最終相

信只會有一名候選人出戰。現在反對派在行政長官選

舉上的部署基本有二：一是全力推出一名反對派「共

主」，然後以製造一場「有競爭性選舉」為由，搶奪行

政長官選委會席位，重演上屆梁家傑挑戰曾蔭權的一

幕，並通過「風車效應」帶動其他選舉選情。二是不

斷放出流言，一時支持這個參選，一時又說那個候選

人具條件，目的是製造建制派內的混亂，加上其喉舌

大力宣傳，可能令建制派內出現混亂，假如因此引發

各人的角力，反對派將可漁人得利。所以，近日反對

派突然提出一些有能力參選行政長官的人選，並且不

吝讚美，空穴來風，豈是無因。

加強整合網上的宣傳資源

反對派第二重部署是加強整合網上的宣傳資源。與

「人民力量」同氣連枝的「香港人網」，突然提出千萬

元收購「高登」討論區網站，在經濟效益上完全是站

不住腳，是名副其實的「蝕本生意」，目的明顯是政治

計算多於經濟計算，特別是在「高登」網友高調反對

有關併購，並明言如併購後便會離開「高登」後，

「香港人網」仍然堅持收購，說明其目的是要整合多個

主要議政網站，整合網上的宣傳資源。屆時「人民力

量」甚至是反對派的政治宣傳將可以在網絡上更加暢

行無阻為所欲為，反對派可隨意利用網絡炒熱各項政

治議題，狙擊建制派議員及問責官員，再加上香港電

台的一些節目、《蘋果日報》等喉舌，以至一眾反對

派打手如吳志森、李小薇等公器私用，配合反對派的

政治宣傳，將可能出現反對派一面倒的聲音，這是反

對派的主要目的，並非只為「人民力量」而服務，而

是從整個反對派的選戰策略上作出考量。

關鍵時候仍會整合
自政改方案通通過之後，反對派好像陷入嚴重的分

裂，社民連一分為二，黃毓民及陳偉業另起爐灶組成

「人民力量」；而「人民力量」念茲在茲的要狙擊民主

黨，要「票債票償」；公民黨、民主黨等又在派出行

政長官候選人的問題上各不相讓。反對派四分五裂似

乎有利建制派選情。但細看這些所謂的爭議，從來都

是止於口頭上各不相讓，但在操作上反對派從來都是

步伐一致，在預算案一役如是、在政改方案的具體立

法上如是、在

反對遞補機制

也如是，什麼恩

怨情仇都沒有影響

他們的整合。固然，

反對派當中可能有一些

私人恩怨，但到關鍵時候以及選

戰部署上從來都是團結一致。「人民力量」所謂的狙

擊民主黨規模愈講愈縮，陳偉業也不再說什麼挑戰何

俊仁、黃毓民也不再說馮檢基了，所謂「票債票償」

不過是宣傳策略而已。

政治光譜及定位更加明確
更重要的是，反對派通過這一輪表面的「分裂」，反

而令各自的政治光譜及定位更加明確。社民連走最激

進的路線，幾乎每次示威都導致大批人士被拘捕，以

爭取最極端的憤青；「人民力量」在「香港人網」的

支持下將主導網絡宣傳，整合網上的支持者；民主

黨、民協集中地區工作，與民建聯爭逐地區網絡；公

民黨則利用司法覆核發難，製造政治動盪，當中阻停

港珠澳大橋一役，及為外傭爭取居港權等便是明例；

職工盟則繼續挑動勞資矛盾。由此，反對派的整合將

基本完成，並通過明確各自定位擴大整體的政治光

譜，再加上表面上的互相狙擊，有助催谷各自的基本

盤出來投票，整體選戰部署相當周密及完備。建制派

如果掉以輕心，後果將十分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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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
席李志喜與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帝
理邁協助外傭就居港權進行司法覆
核，事件成為烽煙節目及網上各大
討論區的「熱爆」議題。市民紛紛
炮轟公民黨助外傭興訟是「禍港殃
民」，有網民號召開審日一起去

「圍剿公民黨」，更有網民呼籲市民看清政棍真面
目，在選舉中讓反對派「票債票償」。面對眾怒難
犯，公民黨意圖發表聲明撇清責任，但被網民組織
「愛護香港力量」狠批其一味「扮啞」，卻又「掛住
民主」旗號搞「爭選舉權」，是「選擇性迴避民意」

的亂港政棍所為。
公民黨對於市民的憤怒猶如鴕鳥般埋首沙堆，不

敢回應外界質問，甚至連市民到其總部抗議，也被
嚇得關上大門，足顯其作賊心虛。更可笑的是，公
民黨至今只敢發書面聲明解釋事件，當中只有兩
點：一是指公民黨自創黨以來從未參與任何訴訟；
二是強調公民黨黨員各有不同職業，其職業上的責
任與公民黨無任何關連，而公民黨亦不會干預黨員
工作。公民黨這兩點聲明相當取巧，而且是欲蓋彌
彰，應驗了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的名言：「給自己
辯護的人，告發了他自己。」
為什麼說公民黨取巧？公民黨的核心成員是案件

的主要搞手，怎麼能說公民黨沒參與？如港珠澳大
橋一役，就是由公民黨執委組成律師團協助一名綜
援老婦提請覆核，連《壹週刊》都揭露公民黨是始
作俑者，難道公民黨可以說官司非由該黨發動，就
置身事外？又如這次為外傭爭取居港權，公民黨自
不會以黨的名義支持，但由核心成員李志喜去寫入
稟狀，負責的律師帝理邁是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
這樣一個組合，與港珠澳大橋的官司部署如出一
轍，公民黨說與此無關只是自欺欺人。
固然，黨員的職業各有不同，其行為不應簡單化

與公民黨相提並論。但話分兩頭，公民黨黨員的操
守行為也不可能與黨全不相關。就如民主黨總幹事
陳家偉涉嫌嫖妓，也是個人失德，雖然民主黨醜聞
不絕，但也不能就說民主黨鼓吹嫖妓，問題是可以
與民主黨全不相干嗎？又如政黨對某些議題有既定

立場，如公民黨支持司法覆核阻停港珠澳大橋的興
建，梁家傑、余若薇會因為自身職業而去接政府委
託的官司，為工程辯護嗎？這是不可能的。政黨的
核心成員，不可能將自身工作完全獨立於政治立
場，如果公民黨不支持外傭取得居港權，怎會有多
名公民黨核心黨員負責官司，原因只有一個，就是
公民黨在幕後操控或支持司法覆核。
然而，面對外界的激烈反響，網上的口誅筆伐，

公民黨知道討不了好，於是急急轉調，將責任推在
李志喜身上，說黨不會理會黨員工作云云，目的不
過是要撇清關係，避免在區選前引火焚身。不過，
這市民會問為什麼至今也不肯在外傭居港權問題上
表明立場？為什麼要以市民利益作政治工具？公民
黨愈迴避民意愈證明其作賊心虛，最終必定在選舉
上付出代價。　

公民黨作賊心虛 卓　偉

反對派針對未來多場選舉的部署，主要有三點：一是就行政長官選舉進行整合及心戰部

署；二是網絡宣傳進行合併，以加強網絡宣傳力；三是明分暗合，表面上互相狙擊，在實

際的選戰上卻是高度配合，明確各自的政治光譜擴闊票源。三個部署環環相扣，反對派在

當中的高度合拍，顯然有幕後之手全面統籌，表面上的狗咬狗骨，不過是為掩飾暗中的選

戰部署。

對反對派的三線選戰部署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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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袁偉榮　

資深評論員

「與公民黨無關」的外傭居港權
司法覆核案下月開審。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表示，臨時
立法會於1997年回歸前10日修訂入境條例，規定外
勞、外傭、駐港解防軍等留在香港，都不算「通常
居住」，無香港居留權，而人大常委會在有關港人
內地子女居港權釋法時，已確認入境條例體現了
《基本法》第24條，故現階段討論特區政府就此尋
求人大釋法實言之尚早。
陳弘毅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坦言，指外傭性質獨

特，如其他來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可以攜同配偶及未
成年子女來港，但外傭來港做家務助理則不可以，
必須居於僱主家中，這相信是當局的另一項理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弘毅：外傭不屬通常居港

民建聯考察推合作
孫春蘭盼港閩共贏

條例訂明

公民黨「憲制及管治」
支部副主席李志喜因

「協助」外傭申請司法覆核，爭取居港權
而引起香港社會普遍不滿。儘管公民黨
見勢色不對趕忙「澄清」，稱是次官司與
該黨無關，但顯然難以令市民相信。網
民組織「愛護香港力量」發表聲明，狠
批公民黨在外傭居港風波中一味「扮
啞」，是「選擇性迴避民意的亂港政棍所
為」。
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事件觸發港人強

烈反彈，公民黨為免區議會選戰前夕觸
怒選民，早前已急忙發聲明指黨友職業
責任與該黨「無任何關連」。
不過，此理由並未能說服普遍市民，

令他們相信公民黨真的與是次官司無
關。「愛護香港力量」昨日以潮語「我
們憤怒鳥(了)」為題發表聲明，指他們於
上周六到公民黨北角總部遞交質問信，
但至今未獲該黨任何回應。

促交代覆核案立場
「愛護香港力量」在質問信中，促請

公民黨交代該黨對是次外傭居港司法覆
核的立場，包括該黨是否支持及認同居
港7年或以上的外傭可享有居港權，又質
疑李志喜是次的「職業行為」，實有可能
會影響該黨的聲譽，對方事前有否通知
該黨其他黨友，及要求該黨交代在有關
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的司法覆核中，該
黨是「從未參與任何訴訟」，還是「不會
干預黨員工作」，而黨員在該次事件又是
否涉及包攬訴訟等。
「愛護香港力量」代表王先生指，直

至昨日，公民黨仍未回覆信中任何一條
問題，但最近該黨就站出街頭，搞所謂
「爭選舉權」，故質疑該黨選擇性迴避民

意；又指這種「口中常掛住民主」，實際上卻只
重選票，忽視港人利益及民生訴求的政黨，令網民
感到失望及有「被騎劫」的感覺。他又呼籲市民清
醒，以免再被公民黨所「騎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禍港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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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監委主席楊孫西及副主席李慧
日前率領由10多人組成的訪問團，赴福建展開一連

4天的考察行程。這是繼前年和去年之後，民建聯第3
次就香港積極參與海西區發展的議題，赴閩省訪問，
期望推動在國家「十二五」規劃下雙方深化合作。

省領導層「全出」高規格接待
「民建聯福建訪問團」日前抵達福州，即獲福建省委

書記孫春蘭親自接待，而剛於7月21日當選的省長蘇樹
林，省委副書記陳文清、省委常委楊岳、副省長葉雙
瑜、省政協副主席張燮飛、省委副秘書長潘征、省政府
副秘書長劉明、省委統戰部副部長莊奕賢及省外辦主任
宋克寧等亦出席了會面。福建省領導層「全軍出動」的
高規格接待，體現了對訪問團的高度重視。
孫春蘭首先對訪問團的到來表示歡迎，並愉快地回

憶了今年率福建代表團訪問香港的經歷，坦言代表團
訪港受到了香港中聯辦、香港民建聯、香港福建社團
聯會等香港各界的熱烈歡迎，不僅看到了香港回歸後
繁榮穩定的良好局面，更感受到了福建鄉親愛國愛港
愛鄉的濃厚情懷，令人感動、難忘：「今天在福州再

次與大家見面，倍感親切。」

孫春蘭蘇樹林談閩港合作
她又指，全面實施《海西經濟區發展規劃》，推動

福建在更高起點上又好又快發展，離不開香港各界的
有力支持，相信香港民建聯訪問團來閩，必將進一步
加深閩港同胞感情，有力推動閩港互利共贏。
蘇樹林表示，福建代表團訪港之行反響強烈、成果

豐碩，得到了包括在港閩籍鄉親在內的香港各界支
持，對閩省人民是巨大鼓舞。福建省政府將認真對接
好、落實好訪港簽約項目，積極推動閩港深入合作。

譚耀宗：爭取CEPA擴至福建
譚耀宗代表民建聯感謝福建省，及在港閩籍鄉親對

民建聯工作的支持，又強調民建聯將一如既往積極參
與福建發展和海西建設，為推動閩港兩地經濟發展作
出最大的努力，包括繼續推動於去年就海西發展向香
港特區政府提出的建議，特別是建立港閩合作聯席會
議機制、在海西經濟區設立官方辦事處，並爭取將
CEPA的「先行先試區」伸延至福建省等，希望得以

盡快落實，深化香港與海西經濟區的合作。

周俊明：社會發展成就矚目
訪問團顧問、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周俊明在發言中，

感謝福建省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所作出的貢獻，
指是次來閩訪問，看到福建省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
觀，經濟社會實現了又好又快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
成就，並會借此次訪閩的契機，學習借鑒福建發展的
成功經驗，更好推動港閩各方面交流合作。

林樹哲楊孫西稱港鄉親自豪
訪問團顧問、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及楊孫

西先後發言，表示看到家鄉福建日新月異的發展，廣
大在港閩籍鄉親感到十分自豪，並強調閩籍鄉親一定
不辜負家鄉人民的厚望，大力支持「一國兩制」方針
的貫徹落實，積極參與福建發展和海西建設，為推動
閩港兩地共同繁榮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民建聯此行除到訪福州，會見省委省政府及福州市

政府官員外，昨日並訪問了泉州和石獅，另外亦會到
晉江、南安及廈門，分別會見各市政府官員。
除周俊明和林樹哲，是次「民建聯福建訪問團」的

顧問，還包括中聯辦社工部部長張鐵夫，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洪祖杭、榮譽主席林廣兆、副主
席周安達源，香港石獅市同鄉會會長林英達，香港南
安公會會長葉益強及香港南安公會理事長林懷宣。訪
問團成員還包括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吳志濤

立法會休會，正式展開悠長「抖暑期」，但民建聯並未稍事休息，反

而組織訪問團赴內地多個省市考察，既了解各省市的最新發展，並在國

家「十二五」的大框架內，為香港經濟尋找具體而新的發展機遇。在訪問團抵達首站福建

省福州市，與省委書記孫春蘭及省長蘇樹林等領導會面時，就提出包括成立港閩合作聯席

會議機制等建議，希望深化香港與海西經濟區的合作。孫春蘭亦期望，閩港可互利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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