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江華擔任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約1個月。昨
晚，他出席新民黨兩周年晚
宴時談及自己上任感受時
稱，他現在的工作十分繁
忙，每日要看很多文件，而
最近工作就是協助有關施政
報告的聯絡工作及內務。今
日，他會到廣州探訪當地駐
粵辦同事，了解他們的運作
情況。由議員到官員，他坦
言，今屆特區政府是有所作
為的，只要大家同心合作，
就可以應對未來的挑戰。
■文：鄭治祖　攝：黃偉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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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掀起「暴風雨」施壓終院

近日「暴風雨」一詞受到坊間熱議，但這個「暴風雨」

並非指莎士比亞的名劇《暴風雨》(The Tempest)，而是指

終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提出的所謂「法治暴風雨」論。

上周日，一眾反對派議員就舉辦了名為「一國控制vs一

國兩制」論壇，多名講者連番開火，指終審法院不應主

動提請人大釋法，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更要求政府

承諾如果終院不提請釋法，政府也不能提出。接 ，公

民黨郭榮鏗又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所謂「捍衛司法獨立」

議案，結果被否決。有輿論指出，自從當局建議終院提

請人大釋法後，先是發生洩密風波、有議員提出在立法

會召開特別委員會討論案情，接 終院非常任法官包致

金頻頻接受傳媒訪問，郭榮鏗又在立法會提議案，「很

難不對終院構成壓力」。其實，終院是否提請釋法，應

交由終院自行決定，正如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指人

大過去四次釋法，並無對香港法治造成直接的負面影

響，相信終審法院會獨立公正聽取正反雙方論據，才作

出最終決定。人為掀起「暴風雨」不過是向終審法院施

壓，迫使終院否決提請人大釋法。

民生是施政報告「永 主題」

特首梁振英星期三就會發表其首份施政報告。梁振英

已表示施政報告不只是年度的施政大綱，更是未來5年

的施政藍圖。不過，有社評亦提到，對普羅市民來說，

長遠規劃重要，但民生問題更加切身。近日多個民調顯

示，民生、房屋、經濟依然是市民關心的課題。港大民

意研究計劃早前綜合過去一年市民對各項社會問題的看

法，顯示市民最關心的依然是民生問題，反映民生始終

是本港社會「永 的主題」。據透露，梁振英首份施政

報告有五大重點，即：經濟發展、貧困、老齡化、房屋

及環保。不少輿論及學者都期望「施政報告須為深層問

題找出路」，梁振英有何招數回應社會訴求，周三自有

分曉。

「民陣」教唆犯法港台竟然配合

港台上周邀請「民陣」副召集人韋少力上《左右紅藍

綠》，公然在節目呼籲市民參與「不交10元稅」、堵路。

有輿論批評此舉不但令市民隨時惹上官非，更是教唆犯

罪。對此，連反對派議員也急急「割蓆」，梁家傑指該

黨從來都唔會做 犯法 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更指她

本人已經交稅。事件連日來在網上廣泛討論，有網民指

出，「民陣」公然在港台節目上教唆犯法，港台無理由

原汁原味播出街，變相有協助犯罪之嫌。網民甚至在

facebook開設了投訴港台專頁，呼籲網民向通訊事務管理

局投訴港台，不過對於港台會否從善如流，網民直言

「不表樂觀」。

倒梁「三部曲」草草收場

在上周三立法會上，反對派動議啟動彈劾特首議案

遭到否決，反對派指這是首次對特首的彈劾，是香港

「歷史性的一天」，但有輿論則批評反對派的彈劾違反

事實法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甚至連公民黨

湯家驊也表示，「目前彈劾特首的法律理據未充分」，

難怪輿論批評彈劾是一場鬧劇。正如阮紀宏在《明報》

撰文指出，動議啟動彈劾特首程序，明知不可為而為

之。

隨 彈劾案被否決，反對派策動的倒梁「三部曲」暫

告一段落，有輿論分析「三部曲」雷聲大雨點小，在社

會上反應冷淡，原因是市民都清楚，「三部曲」不過是

反對派濫用立法會權力以打擊特首的伎倆。目前外界最

關注的是施政報告，不希望政治爭拗轉移施政重點。正

如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指，「市民願意換特首？還是大家

一起搵錢？」相信正反映市民心聲，反對派與風車搏

鬥，焉能不敗？

張曉明初試啼聲反應相當正面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來港履新不到一個月，上周五首度

與香港傳媒會面，重申中聯辦的職責和工作，強調西環

不治港，但要盡職。輿論認為，張曉明的談話，顯示他

十分熟悉香港事務，對原則問題不含糊，絕不打官腔，

而且有很好的執行力，相信有助中聯辦落實中央政策。

連民協馮檢基亦表示，感覺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是一

個講道理和邏輯的人。看來，張曉明初試啼聲，輿論反

應相當正面。

輿論批《明報》社評變劉慧卿喉舌

對於張曉明談話，以激進為標榜的劉慧卿高呼「中聯

辦不應干預香港事務」，甚至要「中聯辦官員不應參與

太多地區活動，少發表政見，特別是擔任主禮嘉賓」。

一向標榜「中立」的《明報》，翌日發表的社評卻引起

廣泛批評，有輿論指《明報》社評成為劉慧卿的應聲

蟲，將她對中聯辦的無理批評，原文照搬到社評之內。

而且，社評故意扭曲鄧小平的原話，將鄧小平對港政策

的精髓歪曲為「不干預」。在多個新聞討論上，有網民

指《明報》「變成了爛果日報」。

上星期本港政壇反映輿論動向的事件主要有：反對派向終審法

院施壓衝擊司法獨立；社會關注即將公佈的施政報告如何解決民

生議題；「民陣」公然在港台節目上教唆犯法；倒梁「三部曲」草草收場；張曉明重申中聯辦

職責廣獲好評；輿論批評《明報》社評變成劉慧卿喉舌。其中，反對派人為掀起「暴風雨」施

壓終院，在社會上引發不少批評；而張曉明履新後首度會見傳媒初試啼聲，被輿論普遍讚賞清

晰地釐清中聯辦的職責，對原則問題不含糊，絕不打官腔，有很好的執行力。

反對派裡應外合施壓終院 張曉明重申中聯辦職責廣獲好評
文平理

動議改規則防拉布 葉國謙籲勿惡意阻撓

張國鈞辦事處開幕 力銷年輕專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貫徹競選時更深入了解民情、關顧民生的承

諾，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於屯門啟豐商場增設立法會議員辦事處，並於昨日舉行開

幕典禮嘉年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以及屯門區議會主席劉皇發到場擔任主

禮。譚耀宗在致辭時說，民建聯會致力完善屯門社區的發展，包括建議增加屯門

區內就業職位、在屯門40區及46區發展口岸經濟區、改善40區及46區的交通網

絡，將西鐵線延長至屯門碼頭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蘋果日報》昨日以頭
版報道，聲稱正在休假的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日前在出
席一閉門論壇時，發表「完全歧視新移民」的言論。林
奮強昨日主動播出公開有關論壇的錄音，證明他說的是
「完全唔係歧視新移民」，並對有關的報道深表遺憾。
《蘋果日報》總編輯張劍虹昨晚聲明，是次為採訪論壇
的記者「聽錯」，並向林奮強致歉。
《蘋果日報》昨日頭版刊出以「放假演講 口沒遮攔

林奮強：我歧視新移民」的報道，聲稱林奮強在上周四
（1月10日）主持「香港黃金五年（2010-2014）盛衰關
鍵」閉門論壇，在談及貧窮及「新移民」引發的住屋問
題時「暴露尖酸刻薄真面目」，「你 都見到好多新移
民落 香港，新移民來港之後申請唔到公屋，咪惟有住
房， 房因而應運而生。香港人係好多（住屋）需

求，冇屋住，所以我係完全歧視新移民」。
林奮強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強調，「我從來沒有

說過歧視新移民」，並主動即場播放有關論壇的錄音。
據該段錄音，林奮強當時說自己「完全不是歧視新移
民，來到香港，法律上是香港人，就是一等公民」，證
明《蘋果日報》報道失實，並就有關報道表示遺憾。
《蘋果日報》昨日在該報網站抽起了有關的新聞報道，
該報總編輯張劍虹並於昨日傍晚在網站的即時新聞中刊
出聲明，承認有關報道出錯，並鄭重向林奮強道歉。
在「香港討論區」，大批市民留言狠批《蘋果日報》

是次報道，更質疑對方於昨日在網站的網上版刪去有關
報道，是「毀屍滅跡」。網民「smartperry」說：「今早
睇水果（蘋果）頭版都覺得奇怪 啦，動新聞將偷拍的
播出來，但就聽唔見頭條（我完全歧視新移民） 句。
真係老作！」「冷漠的香港人」就想到：「如果林先生

冇錄音，爛果（蘋果）會道歉嗎？」「肥通」坦言：「好彩人
到證據證明無講過 ，如果唔係咪又要硬食！」
「桑下樽前」則指：「咁大段頭版報導，應有返咁上下當眼

道歉聲明啦。」「yleric」揶揄道：「老編沙膽虹（張劍虹）都成
日叫CY做錯 要下台，CY下台⋯⋯照計，作為蘋果老編沙膽虹
理應鞠躬下台！到時最多咪做場戲話肥佬（壹傳媒集團老闆）挽
留！」「lcylcylcy」就說：「又睇 班覺得自己好正義 垃圾會政
棍，會唔會來個緊急動議，請肥佬黎上垃圾會問話呢？」
「questionliner」則揶揄反對派甚麼事都要提出調查，「要求立法
會介入調查爛生果（蘋果）有沒有蓄意老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將於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上提出修
改議事規則的動議，令反對派議
員無法再透過「無限修訂」來
「拉布」，但「人民力量」議員陳
偉業就聲稱會提出數十萬計的修
訂來阻撓動議通過。葉國謙昨日
在一公開場合表示，希望議員應
理性處理有關修訂，又相信市民
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會接受或支
持議員類似的惡搞式的拉布。
葉國謙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表

示，他提出的修訂動議，並非要
收緊議員的權利，只是要防止有
議員「永無休止」地拉布，影響

正常議會規律，並以立法會財委
會審議長者生活津貼的撥款申請
時為例，坦言若非不斷提出修訂
的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
「 」，有關的撥款申請現在
仍會「拉緊布」，阻礙民生發展。
他估計，財委會在本周五的會

議上將會討論由特區政府提出的
撥款申請文件，預計下月才會開
始討論他提出的動議，又呼籲反
對派議員三思，不要惡意阻撓其
動議的通過，「相信市民的眼睛
是雪亮的」。
另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

在出席另一場合時就此回應說，
議員要考慮市民的看法。

帶動「起飛」踐諾
譚Sir啟豐辦開幕

親力親為為屯門服務
因應屯門區居民的交通需求，譚耀宗早前聯同一眾社

區幹事連續多日在屯門公路巴士轉乘站視察及調查，要
求巴士公司增設轉乘優惠及增加巴士班次。為貫徹「親
力親為」的做事態度，務求和地區幹事及義工為屯門居
民提供更細緻服務，他在屯門啟豐商場增設一個全新的
立法會議員辦事處。新辦事處除了有譚耀宗「坐陣」，
還有民建聯屯門支部社區主任與地區主任侯國東，及多
名地區義工協力處理各項屯門區內民生問題。

籲街坊周三「等好消息」

在立法會競選時，譚耀宗曾明言要擔任「機師」帶動
屯門「起飛」。他昨日在新辦事處開幕禮上致辭時，強
調民建聯會繼續促請當局提升屯門區的設施，並希望特
首梁振英本周三發表其首份施政報告時，要解決人口老
化、貧窮及環境改善等議題，「各街坊可以等好消
息」。
曾德成在致辭時，讚揚譚耀宗長期服務社區，改善區

內的社區設施，而本 「地區事務，地區解決；地區機
遇，地區掌握」的精神，民政事務總署及地區專員會繼
續聯同議員推動地區事務。
各出席嘉賓在「願望吉樹」貼上一個個願望字條，表

達屯門居民對興建屯荃鐵路、增加西鐵班次、監管公共
交通票價、增建公屋及居屋、抗通脹，及協助青少年就
業等訴求。民建聯屯門支部主席梁健文，蘇炤成、古漢
強及朱耀華等齊齊出席了昨日的開幕禮，現場並設多項
表演及攤位遊戲，讓屯門碼頭居民更了解民建聯在地區
的工作。

「梗有一間 左近！」這句口號已非米
舖、便利店的「專利」。民建聯近期積極增加
地區辦事處的數目，為市民提供更貼身、貼
心的服務。昨日，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新的議
員辦事處開幕，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在西區
的地區辦事處亦於同日開幕。張國鈞昨日在

致辭時說，民建聯今屆共有135名區議員，遍布
全港18區，他們比過去更年輕、更專業和更高學
歷，他們會秉承民建聯「真誠為香港」、服務市
民的宗旨，充分發揮全體區議員的力量，透過議
員辦事處收集民意，並做好監督政府的工作，改
善社區環境。

民記議辦數目媲美「大家樂」

在今屆區議會選舉接資深區議員陳特楚的棒，
成功當選區議員的張國鈞昨日在其新地區辦事處
開幕時表示，為了服務市民、反映民意，設立議
員辦事處是議員的天職，並笑說民建聯的議員辦
事處數目，加上支部數目，雖然比不上「7-
Eleven」，但應該和「大家樂」在香港的分店數目
差不多。
身為西環區的直選區議員，張國鈞說，自己深

深感受到區內濃厚的人情味，「很多街坊幾代人
都在這裡居住、兄弟姊妹各自成家立室後也會選

擇留在這裡生活，走在街上，往往都會碰到小時
候已認識的朋友或長輩」，又笑言街坊的熱誠可
謂無微不至：在他企街站叫咪時，有街坊送上保
健飲品；他到祥香茶餐廳吃早餐時，就有一位女
士悄悄為他結賬，令他感覺到很溫暖。

同街坊成功爭取「新中華」復業

他舉「西環三寶」之一的「新中華」老牌酒樓
為例，強調自己會努力回報街坊的支持和鼓勵：
「新中華」在區內經營了60多年，是三代人的集
體回憶，但在2011年結業，自己即聯同街坊一起
努力爭取後，終於2012年復業，這是他的一項重
要政績。
昨日出席張國鈞辦事處開幕禮的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在致辭時形容，自己與張國鈞有一個
共同點，就是對方暫時是民建聯最年輕的副主席，
自己則是最年輕的局長級人馬，又大讚對方在繁忙
的律師專業工作的同時投身社區服務，更參加地區
直選接受民主洗禮，實為年輕人的榜樣。
出席昨開幕禮的，還包括立法會議員葉國謙，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劉林，中西區區議會主
席葉永成，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周可喬，及中西
區發展動力創會主席陳特楚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譚耀宗議員辦事處開幕。左起：劉皇發、譚耀宗、曾德成、梁健文齊切燒豬。 劉國權 攝

■張國鈞議員辦事處開幕，有醒獅助慶。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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