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外傭居權動議 閃縮棄權
區選臨近圖修補形象 網友批鼠輩不敢承擔

A8 責任編輯：勞詠華、李暢熹 2011年10月21日(星期五)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社
評

W
E

N
 W

E
I 

E
D

IT
O

R
IA

L

特區政府建議與廣東省簽訂2012至2014年東江

水供水協定，3年共支付112.4億多元費用，每年

加幅約2億多元即約5.8%。發展局表示，水價提升

是考慮營運成本，包括人民幣匯價及粵港物價指

數，認為加幅合理。

事實上，引東江水入港是中央維護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的一項重大措施。東江水的加價安排，不能影

響東江水的「挺港」性質。粵港兩地政府應加強合

作，繼續為香港提供充足穩定的水源。同時，在本

港通脹持續上升對民生構成壓力的情況下，東江水

加價，應由公帑負擔，不可增加市民水費。

自1965年3月東江之水穿山越嶺流入香港之後，

香港從此擺脫缺水、制水之苦。如今，700萬人口

的香港，其中約90%淡水用水量是由東江水供應

的。香港知名人士霍英東曾深情地說，如果沒有東

江水，就沒有香港今天的繁榮安定，香港可能會變

成「臭港」。數十年來，中央保障香港獲得質優價

廉的食水，是香港保持繁榮穩定的重要條件之一。

為滿足香港不斷增加的用水量和水質安全需

要，廣東省先後進行了數次大規模擴建和輸水管

道改造。目前，就國際範圍而言，國與國之間、

地區與地區之間圍繞淡水資源的爭奪越來越突

出，淡水已成為各國各地激烈爭奪的戰略資源之

一。東江水使香港獲得安全、充足、穩定、質

優、價廉的食水，香港應多加珍惜。若香港現在

提出減少供應，一旦未來淡水供不應求時，可能

陷於被動局面。

現行東江水供水協議將於2011年年底期滿，新

協議將確保2012至2014年三年期內供水的可靠程

度達99%。負責供應東江水的公司表示，營運成

本近幾年持續上升，包括公司在2000年投入40億

元人民幣進行改善河道工程，以及人民幣升值和

通脹上升。在此情況下，特區政府建議下一個供

水協議每年加幅約2億多元，是實事求是的建議。

東江水是否加價或加幅多少，由粵港兩地政府決

定，相信兩地政府會根據東江水的「挺港」性質

和營運成本持續上升，妥善處理加價問題。

據悉，特區政府將在將軍澳興建海水化淡廠，

初期年產量為5,000萬立方米，佔每年用量約5%，

運作成熟後可增產至9,000萬立方米，佔每年用量

10%。據估算，海水化淡每立方米成本約12元，

購買東江水成本則只有約7元。顯然，海水化淡成

本很高。香港需吸取過去搞海水化淡失敗的教

訓，認真研究重新興建海水化淡廠的可行性尤其

是成本效益。除非海水化淡的成本大幅降低，水

價與東江水接近，才可考慮採用。否則，不可輕

言啟動海水化淡工程。

(相關新聞刊A6、A7版)

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昨日證實，反對

派武裝已經完全佔領卡扎菲家鄉蘇爾特，並俘

獲卡扎菲。發言人更聲稱，卡扎菲已傷重不

治，屍體正運往一個秘密地點。事實上，卡扎

菲的覆亡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但卡扎菲之死並

不代表利比亞局勢便會轉趨穩定，反而因為

「強人」一去，過去因為反卡扎菲而集結起來

的各派別力量，隨 卡扎菲垮台也可能會衍生

出新的部族衝突，令到百廢待舉的利比亞再次

陷入四分五裂，國際社會應攜手合作促進利比

亞局勢盡快恢復秩序和啟動重建進程。

10月以來，利比亞反對派武裝已經全面包圍

蘇爾特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日前突然在重兵

護衛下到訪的黎波里，討論利比亞的過渡方

案，正預示卡扎菲已「時日無多」。自利比亞

內戰爆發後，北約便以保護利比亞平民為由，

對卡扎菲的據點、武器庫發動長達6個月的封

鎖和空襲。在北約支持下，原本在軍力上並無

優勢的反對派武裝「節節推進」，8月22日攻入

首都的黎波里，2個月後更擊殺卡扎菲，背後

正是北約軍事機器的全力支持。

然而，北約在利比亞內戰中對卡扎菲軍隊進

行空襲及「斬首行動」，已經超越了聯合國設

立「禁飛區」的權限，是假聯合國之名進行的

一次侵略行為，而對卡扎菲空襲，本質上更是

對一位主權國家現任國家領導人的謀殺行為，

違反了國際法準則。同時，北約這次大舉插手

他國內戰，開創了一個惡劣的先例，未來北約

可以隨心所欲去顛覆別國政權，勢將引發國際

形勢的進一步動盪，對於全球的穩定及經濟復

甦都沒有好處。

應該看到，「全國過渡委員會」要全面接管

利比亞絕非易事。利比亞是一個部落國家，國

內有140多個部落，部落間都擁有各自的武裝

力量，彼此關係錯綜複雜。卡扎菲多年來都是

以酋長的身份去管理國家，現在「強人」一

去，新政府如何消弭國內各部落力量之間的矛

盾，實現民族和部落和解，實在未許樂觀。更

令人憂慮的是，內戰後的利比亞，滿目瘡痍，

民不聊生，多處石油設施更在內戰中受到嚴重

破壞，經濟民生都亟待重建，假如利比亞又陷

入新一輪的內戰，有可能成為第二個索馬里，

引發人道主義災難。因此，對於利比亞的重建

工作而言，目前只是開始，一方面新政府應盡

快實現國內的和解，重整社會秩序；另方面國

際社會也應共同努力，協助利比亞的重建工

作，承擔人道主義救援的責任。

(相關新聞刊A2、A4版)

東江水可加價 水費不應加 卡扎菲雖死 利比亞難安

市民斥梁家傑「假擔憂真賣港」

反外傭居權動議投票結果（*）
贊成（24票）

■民建聯：譚耀宗、葉國謙、劉江華、李慧 、張學明、黃定光、
黃容根、陳克勤

■工聯會：黃國健、王國興、葉偉明、潘佩璆

■自由黨：劉健儀、張宇人

■經濟動力：林健鋒、梁君彥、梁劉柔芬

■專業會議：梁美芬、何鍾泰、劉秀成

■其他：李鳳英（勞聯）、謝偉俊（旅遊界）、陳茂波（會計界）、
陳健波（保險界）

反對（2票）

■黃毓民（人民力量）、梁國雄（社民連）

棄權（18票）

■公民黨：梁家傑、余若薇、吳靄儀、陳淑莊

■民主黨：何俊仁、劉慧卿、李華明、李永達、張文光、涂謹申、
黃成智、甘乃威

■其他：李卓人（職工盟）、梁耀忠（街工）、馮檢基（民協）、何
秀蘭（公民起動）、張國柱（社會服務界）、李國麟（衛生
服務界）

*由民建聯議員黃定光提出的原動議，措詞為：「鑒於外籍家庭傭
工（『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會對本港的經濟、就業市場、教
育、醫療、住屋及福利等帶來沉重負擔，影響深遠，引起廣大市
民的憂慮，本會反對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

資料來源：立法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

輝、林裕華）特區政府於外傭
居港權官司敗訴後，連帶引發
不少社會憂慮。汽車交通運輸
業總工會指，目前香港有5,000
名外傭私人司機，可能因今次
官司享有居港權，他們日後與
本港職業司機爭「飯碗」，影
響港人的生計。

外傭任司機成功率達98%
根據總工會數字顯示，申請

外傭擔任司機的成功率，平均
高達98%。工會第一副主席鍾
健華表示，他們早在上世紀90
年代已要求政府禁止外傭擔任
私人司機，但不得要領，導致
有人濫用申請，至今已有約
5,000名外傭司機。工會又指
出，外傭司機工資較低，亦拖
低私人司機平均薪酬，現入職
月薪已降至約9,000元，貼近最
低工資水平。
有的士和小巴業界代表亦

說，不少同行擔心居港權官司
效應下，該類外傭司機亦申請
居港權，便會和本地司機爭
「飯碗」，影響生計。

另外，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指出，早前在街頭發起反對外
傭申請居港權的簽名運動，一
天便收集到數千名市民響應，
工聯會後日會發起抗議遊行，
並估計會有逾千人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公民黨因被指幕後策動外

傭爭居港權案而備受全民批

評，該黨聲言這是「政治抹

黑」，但一直拒絕交代他們在

這問題上的立場，而其「盟友」

民主黨一直「隔岸觀火」，即

不敢支持，又不敢反對，這曖

昧態度同樣令市民不滿。在立

法會大會討論「反對外傭居港

權」議員動議時，兩黨就聯手

投下棄權票，令議案被否決。

有議員批評兩黨蠱惑，「知道

勢色唔對」，就藏頭露尾投棄

權票，試圖挽回

其公眾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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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凌晨否決
「反對外籍家庭傭工享有香港居留權」動議。被指涉嫌
幕後策動官司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在發言時聲稱，
「公民黨與市民同樣擔心有大批外傭湧港」，又稱「相信」
入境處「絕對有權力」以「4大關卡」阻止大批外傭取
得居港權。市民狠批梁家傑等根本就是風波的始作俑
者，如此企圖開脫，實屬厚顏無恥。有市民更質疑他們
「忽然轉 」，只是為了即將來臨的選舉，並呼籲市民不
要輕信「政棍之言」。

「忽然轉 」 自相矛盾
公民黨被視為「始作俑者」，梁家傑於立會突然提出

所謂「擔憂論」，令香港市民極憤慨。「honik410」狠批
道：「人又你，鬼又你，正×街！」「gdby」說：「擔
心又唔早響（講），之前日日淨係話人抹黑你，又唔講

（公民黨）咩立場， 家先係咁咦補下鑊？」「俺是
三叔」就直斥：「一直用公義、民主、法治等口號包裝
自己，現在又說和市民同樣擔心大批外傭來港，但之前
又說政府誇大數字，既然佢指數字被誇大，又何用擔
心？自相矛盾，這種政棍訟棍應該被市民大眾所唾
棄！」
「warick」更發言道：「這是繼魚老眉（公民黨前黨

魁余若薇）所說從政者要坦白外，最新的笑話嗎？狀棍
們幾時轉行去做棟篤笑？」「FX2036」亦揶揄道：「公
民黨擔心有大批外傭湧港，為律師行業人員增加工作
量？」

當港人白痴 轟浪費公帑
就梁家傑等繼續抬出所謂「申請權不等於居港權」及

「4大關卡」之說，「H-KBoy」嘆道：「涼瓜傑同李卓

人都當香港人係白痴，既然不是爭取居港權而是爭取申
請權，只是為了做一場花籃打水到頭空的鬧劇，花這麼
多公帑不是很冤枉嗎？如果僅僅為了爭取一個有名無實
的申請權而不能居港，那我倒要問問法援處，這樣沒有
實質作用的司法覆核到底應否耗費納稅人的金錢？」
「lahuhu」亦笑指：「到時再就4大關卡逐一司法覆核，
收多幾次錢？」
「happybaby9394」就借用梁家傑的謬論，說：「自

己無端端打開 大閘，跟住話同其他住客一樣好驚俾人
打劫，叫個看更睇緊 ！」「dogdogk」就踢爆公民黨的
用心：「（公民黨）將個波推向入境處，到時入境處俾
人突破又插佢，公民黨咪好過癮，維護法冶又係你監察
政府部門又係你，你咪好好人，我要唔要多謝你啊！」

選舉前花招 盼市民勿輕信

有心水清的市民，認
為公民黨此舉，只是因
為選舉臨近而耍的花
招，呼籲市大家不要輕
信。「yaom ing2世」
說：「一有選舉，個個
政黨都對自己做過 事
唔認數！」「200888」直
言：「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外傭爭取居港權案當日，梁
家傑親身到場為菲律賓人打氣！」「新修會計kk」質疑
道：「佢（梁家傑稱該黨『也』擔心外傭湧港）就想魚
與熊掌兼得：佢想多 批外傭鐵票，但又想保自己 名
聲！」「209CHAI」更直斥：「梁狗傑（梁家傑）和李
卓淫（職工盟議員李卓人）最近都分別改口風了。為了
選票，沒有下賤，只有更下賤！」

立法會大會日前討論由民建聯議員黃定光提出，
反對外傭享有香港居留權的議案，指有關問題已引
起港人憂慮，擔心會為香港的經濟、就業市場、教
育、醫療、住屋及福利等帶來沉重負擔及深遠影
響。在投票時，一直在這問題上立場「強硬」的公
民黨，及其「盟友」民主黨，以至一度高調聲言支
持外傭享有居港權的職工盟等反對派政黨均投下棄
權票，令議案最終被否決（右表）。根據法例，議員
在立法會提出的議案，必須經分組點票，並要在地
區直選，及功能界別同時獲得在席的一半議員支持
方能通過。是次議案雖然以總票數論，支持者佔過
半數，但由於在地區直選中，14名反對派議員投下
棄權票，令議案被否決。
公民黨一直被指為幕後策動居權案的「元兇」，在

有關議案中「不敢」投反對票，只是投了棄權票，
而民主黨亦隨其尾後投棄權票，令市民極為反感。
在網上討論區，市民「hkD新牌仔」發帖批評道：
「民主黨一 都唔民主，完全不聽民意做事。係人係
鬼，香港人睇在眼裡！」「himboy」亦指：「有時有

，一係贊成，一係反對！『棄權』唔係代表你
無意見，只代表你 係鼠輩！不負責 棄選票。」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當日在發言時聲稱，有關議案

涉及的外僱是否擁有居港權的問題，法庭正在審議
中，倘立法會進入深入討論，指《基本法》原意如
何，或合憲性的法律基礎如何等是「不必要」的，
否則「只會影響了司法的程序」，又拾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的牙穢，聲言其他人將訴訟所引起或即將引起
的巨大社會後果作為攻擊其他政黨的「工具」，去
「抹黑」代表訴訟人的律師、大律師及法援署，「很
明顯是有政治動機」，是「完全不要得」的，更稱此
舉是「藐視法治精神」。

黃定光責反對派左閃右避
提出議案的黃定光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估計，民主黨在外傭政策上一直不太支持公民黨的
立場，但是次隨公民黨投棄權票，是因為他們掛
「反對派」的牌頭，不敢高調反對，才會採取左閃右
避的態度，故該黨投棄權票，是他「意料之中」的
事，反而在這個議題上一直立場異常「強硬」的公
民黨，投下棄權票而非反對票，就令他大惑不解，
並估計他們是因為區議會選舉臨近，該黨候選人承
受很大的壓力，最後只得投棄權票。

王國興斥公民黨蠱惑
工聯會議員潘佩璆則指，公民黨過去自視為「天

之驕子」，但在是次事件後，市民已明白到他們損害
了港人的利益，並表達了不滿，該黨之前在有關問
題上企得太硬，現在只得「死雞撐飯蓋」，不得不投
棄權票而非反對票，試圖平息市民的不滿情緒。工
聯會議員王國興則直斥，公民黨此舉十分蠱惑，
「知道勢色唔對，想反對又唔敢」，所以才會投下棄
權票。

公民黨
民主黨

■梁家傑在發言時聲稱，
「公民黨與市民同樣擔心有
大批外傭湧港」。 資料圖片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批評，政府當
年未理會工會意見，引入大批外籍司
機；如今讓外籍司機有機會享居港權，
將與港人爭「飯碗」。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供圖

■公民黨及
民 主 黨 在

「反對外傭
居港權」動
議 投 棄 權
票，表現受
非議。議案
由民建聯黃
定光提出。
圖為民建聯
日前請願，
對外傭爭居
港權堅決表
示「十萬個
反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