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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聲稱，美國承認釣魚島目

前由日本管轄，並屬於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

圍。哈格爾的言論既無視歷史，也脫離現實。在

歷史上，按照重建二戰後國際秩序最關鍵的《開

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公約，美國須

將釣魚島歸還中國，而非由日本管轄；在現實

中，中國已經掌控釣魚島爭議的主動權，日本不

可能恢復其對釣島的實質管轄權，美國也不能再

搞私相授受。美國政府此時重提釣魚島由日本管

轄，目的是企圖迫使中國放棄對釣魚島正常的巡

航執法。這是不可能的。釣魚島問題事關中國核

心利益，中國不會作出退讓。美國必須修正錯

誤，不要製造麻煩。美國若引火燒身 必定鑄成

大錯。

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自去年9月日本政府

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之後，中國採取了堅決

的反制措施，由一開始單純的海監船隊執法升級

到軍民混合執法，由海上平面執法發展到海空立

體執法。中國的執法船隊進入釣魚島12海里以內

巡航執法，中國飛機在釣魚島海域上空進行正常

戰備巡邏，甚至將非法侵權的日方船隻驅離釣魚

島領海，表明中國對釣魚島海域的執法方式，已

經由原先的「被動應對」轉向「主動出手」。隨

中國在釣魚島的巡航執法深入與常態化，不僅

強化了中國在釣魚島的主權存在，而且顯示釣魚

島海域管理的主動權也由我方掌握，釣魚島形勢

已經出現由我方主導的根本變化，日方對釣魚島

所謂「實際控制」已經瓦解，日本在釣魚島主權

爭議上為所欲為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

中日因釣魚島爭議關係惡化，禍根起由正是美

國一手種下。美國將中國的領土私相授受予日

本，違反了國際法，是完全無效的，中國政府對

美日的不光彩做法從不承認。直到現在，美國雖

口中說在釣魚島主權上不選邊，卻在釣魚島管轄

權上向日本傾斜，用意還是利用日本遏制中國，

給中國的發展添煩添亂。

釣魚島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絕對不

會拿核心利益來與別國做交易。維護釣魚島主權

領土完整，已上升為國家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中

國不會懼怕任何強權的挑戰，更不會犧牲國家民

族的核心利益。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不要一錯再

錯，向日本傳遞錯誤的信息。如果中日因釣島矛

盾掀起戰火，美國引火燒身，必定鑄成大錯。

(相關新聞刊A8版)

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海難調查委員會報告，

點名狠批海事處人員多年來「有法不依」，

不但管理存有嚴重漏洞，整個部門及制度亦

有必要進行重大改革。香港航道繁忙，本應

有嚴格的海事管理，但海事處多年來沒有嚴

格執行法例規定，驗船草率，管理存在漏

洞，令船隻長期在不安全狀態下航行，導致

慘劇發生，難辭其咎，必須問責，追究相關

失職人員責任。當局應汲取慘重生命代價的

教訓，全面改革海事處管理制度，嚴格規管

海上船隻，提高海上安全管理。

調查委員會針對撞船成因、下沉速度及

乘客罹難人數眾多展開調查，揭發有關船

隻的設計、建造和檢驗過程中各個步驟都

接二連三犯錯。驗船報告亦內容草率，未

能準確反映船隻情況，令船上座椅在不牢

固狀態下使用，顯示驗船人員安全意識不

足。此外，即使法例規定船上須為兒童配

備5%救生衣，海事處也未有執行，亦沒有

提供書面記錄說明有關法例的不適用情

況。這顯示海事處過去在批圖、驗船等方

面均有疏忽，多年有法不依，監管存在嚴

重漏洞。事實上，香港海上航道繁忙，每

日有不少船隻在港口航行載客運貨，海事

處是專責本港船隻維修安全的部門，應負

更大責任監管船隻安全情況，確保海上安

全。船隻出現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情況，海

事處未有履行部門職責避免慘劇發生，反

映部門積弊成習，難辭其咎。

南丫島海難共造成39人死亡，逾百人受

傷，是本港逾40年來最嚴重的海上事故。事

件暴露了海事處存在管理落後、監管不嚴、

欠缺效率、態度馬虎的弊端。本港海運業界

亦有不少流弊，必須受到正視。現有監管漏

洞缺陷，更有必要作制度上的改變。政府須

針對事故，跟進和落實改革本港的海事安全

制度，加強力度，尤其應加強海事處監管透

明度，建立有效監督機制，提高管理成效，

確保海事安全，從體制上根除隱患，恢復公

眾信心。政府亦須針對行政失當或人為失

誤，嚴肅追究相關人員責任，懲處失職官

員，確保海事處能認真汲取教訓，防止慘劇

重演。

(相關新聞刊A2、A3版)

中國決不會放棄釣島巡航執法 堵塞管理漏洞 海事處須問責

拉布5日耗1275萬 萬眾待剪
夠長者免費搭電車一年 王國興吳亮星批訟黨鴿黨「幫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政預算

案拉布辯論昨日進入第五日，在百多項「垃圾修

訂」中，僅進行了4項辯論，至昨晨9時復會後才

進入第五項的合併辯論，但在下午1時會議結束時

仍未能完成，而在短短4小時的會議中，拉布「四

丑」共提出9次點算法定人數，耗費近個半小時。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和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昨日向傳

媒控訴，指以拉布每日耗費255萬元公帑計算，

累計連續5日的拉布已浪費了1,275萬元，足夠讓

全港長者免費乘坐1年電車，又狠批部分反對派議

員協助拉布，並要求主席在5月15日「財政懸崖」

死線前「剪布」。民建聯主席譚耀宗亦指，「萬眾

期待剪布到來」。

王庭聰籲聚焦經濟 譚錦球批爭拗累港

立法會預算案拉布辯論昨日進入第五日，進行148節合
併辯論中的第四節及第五節，包括削減特首辦特別

助理及高級特別助理的全年薪酬，及削減漁護署員工薪酬
的修正案。
在會議開始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首先總結了連日來的

會議，指前日（4月29日）會議的25次點算法定人數，就耗
用了議會4小時22分鐘等候議員，而未計算昨日會議，連
日會議點算法定人數，合共花費議會12小時20分鐘等候議
員，幾近浪費了1日的會議時間，呼籲議員盡量留在會議
廳。

會議20分鐘 兩度點人數

不過，在會議剛開始了20分鐘，「人民力量」及社民連
已兩度要求響鐘，點算法定人數，隨後再不斷提出點算人
數，其中一次只差不足1分鐘就流會，又長篇大論地大打
拉布戰（見另稿）。
王國興及吳亮星在點算法定人數的空檔會見傳媒。吳亮

星根據2013/14年度財政預算案中，立法會運作的預算開支
計算，得出立法會秘書處及議員的每日平均總薪酬津貼為
255萬元，估計「人民力量」及社民連5日來的拉布，已浪
費1,275萬元公帑，該筆款項超過用於長者電車乘車優惠1
年的總支出，故強烈譴責拉布議員。

長毛獨撐 本是剪布良機

王國興狠批，拉布議員不斷要求點算人數是變相拉布，
已影響了議會及議員的工作效率，並不點名譴責民主黨及
公民黨，指在3名「人民力量」議員日前出庭應訊時，只
剩下長毛拉布，理應是最佳的「剪布」時機，卻因其他本
稱不會參與拉布的反對派陣營議員協助拉布，「黐膠布、
駁長塊布」而錯失機會，導致往後會議「日以繼夜、馬拉
松式」開會，並期望主席在5月15日「財政懸崖」死線前
「剪布」。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會後也批評，拉布5日以來，「四
丑」多次違反議事規則，在發言時不斷大肆攻擊問責
制，內容冗長、空洞和無聊，浪費議會時間及阻礙其他
議員的工作時間，如有關議員在昨日會議上對漁護署作
出的批評，是在禽流感疫情期間為當局加添不必要壓
力，也對該署職員不公道，而議員辯論時間已十分足
夠，且拉布浪費時間及阻礙正常會議進行，議員已經難
以忍受。

譚耀宗周五向主席提意見

他強調說，長毛等人在拉布發言時多次違反議事規則，
故他在本周五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開會時，會反映建制派
議員的不滿及意見，促請主席盡快「剪布」，避免對議會
的認受性有負面影響，「萬眾期待剪布到來」。
不過，發起拉布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則在會後對傳媒辯

稱，拉布是為了爭取全民退休保障，批評其他議員「無
恥、不盡言責」。他又稱，估計曾鈺成會於本周五復會
時，將餘下的百多項修正案辯論合併為一，又稱曾鈺成倘
「剪布」，將會「善惡到頭終有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委員長張
德江日前會見經民聯訪京團時提出，當前香港的首要
任務是發展經濟，並指香港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
在逐漸顯現，香港應增強憂患意識，但反對派就繼續
在立法會拉布，試圖癱瘓政府。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
庭聰表示，政治內耗和行政立法摩擦不斷等都是面對
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經濟和民生發展，並呼籲
全港市民認清事實，明確經濟、民生必定是香港首務
的發展方向，應將精神集中在發展經濟之上。全國政
協委員譚錦球亦坦言，立法會被拉布癱瘓，令很多法
案議案都無法通過，「做唔到 ，自然不進則退，這
是必然的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會長王庭聰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政治內耗和行政立法
摩擦不斷等都是面對的問題，已經嚴重影響社會經濟
和民生發展。他呼籲全港市民認清事實，明確經濟、
民生必定是香港首務的發展方向，應將精神集中在發
展經濟之上。

認同張德江講話反映實況

王庭聰指出，張德江的講話十分準確地反映出當前
香港社會面對的狀況。目前，香港社會將精力耗費在
政爭之中，社會進一步分化，特區政府管治效能被進
一步削弱，經濟、民生等均被政治鬥爭所掩蓋。經濟
要求與政治環境的不配合，使得香港競爭力變弱，
「香港的競爭優勢弱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應該引起香
港各界的高度警覺，有需要認真思考，同心求進。

極端政客假民主無視民生

他形容，目前，香港的政治氣氛不和諧，根本是由
一小部分別有用心的、受外國勢力支持和扶植的、天
天標榜民主卻無視民眾利益的極端政客一手造成。但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城市、作為國家密不可分的一個
部分，正確的社會主軸一定是經濟和民生，而根本不
應該存在太多的政治爭拗，更不應該出現社會泛政治

化的境況。「如果強化政治，弱化經濟的趨勢必然會
讓香港社會付出沉重代價，後果嚴重。」
王庭聰希望，全港市民認清事實，明確香港社會的

發展方向：「希望大家不要再受那些以『亂港』為目
的的政客和外國勢力的誤導和干擾，全心全意為香港
未來，為經濟民生共同奮鬥！」
全國政協委員譚錦球昨日亦指，張德江的言論是善

意、真誠的，指出了香港社會問題所在。他坦言，香
港人經過了數十年的拚搏，才成為現在的國際大都
會，但眼見近期社會有人發動「佔領中環」、「階級
鬥爭」，立法會又被拉布癱瘓，很多法案議案都無法
通過，「做唔到 ，自然不進則退，這是必然的
事」。

爭吵聲不斷 政府難做事

他認為，現在的香港人，缺乏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那股拚搏精神，社會太多爭拗：「很多聲稱爭取民
主、自由，其實是一小撮人為自己的利益製造矛盾。
爭吵聲不斷，政府很多事情沒有辦法落實，香港人自
己是否要反省一下？」他擔心長此下去，「落後的追
上來，差不多的又追上來」，香港和國際社會、內地
的差距會越來越遠。

在昨晨立法會繼續討論財政預算案的會議上，
「四丑」在會議開始後，除了不斷點算人數外，
在發言期間更「離題萬丈」，浪費時間和公帑。
立法會昨晨先討論了有關削減多名特首辦人員

全年薪酬的修正案。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在
發言時聲稱，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當年因「念舊」

而開設特別助理職位，將並無特別學歷的「家臣」引
入特首辦，但董建華其後民望一直下滑，證明有關助
理並無建樹，令人質疑他們為何可繞過公務員考核制
度，令其待遇比多名政務主任為高，是制度有問題。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即提醒梁國雄，應集中討論現屆

政府相關的問題，而非重提前任特首的舊事，並再提
醒議員，發言只限需要撥款服務的政策，不應就公共
政策作詳細論述。
其後，辯論進入第五節，討論削減漁護署員工薪酬

的修正案，要求將預算由6億多元減至100元。在「人
力」議員陳偉業發言期間，代主席梁君彥提醒陳偉業
應集中就修正案內容發言，不應將是次會議變為施政
報告政策辯論，陳偉業則否認離題，又聲稱梁君彥的
裁決與主席曾鈺成不一致，雙方爭辯了數分鐘。

毛孟靜反囗幫拉布

聲稱不會參與拉布的公民黨議員毛孟靜也發言協助
拉布，指漁護署有不少獸醫離職，是與署方人道毀滅
一些健康動物有關。漁農界代表、民建聯議員何俊賢
提出規程問題，不滿拉布議員以漁農界作工具，愚弄
香港市民。曾鈺成則指，議員可以發言反駁。

長毛不滿裁決擲咪

辯論期間，梁國雄不滿曾鈺成的裁決，並引用議事
規則稱，議員可以在審議撥款草案時就政策發言。曾
鈺成則再度解釋議事規則中所指的政策，是指部門開
設職位的政策，而非政府的公共政策，故就公共政策
作長篇論述並不恰當。梁國雄其後在離開會議廳時
「不忿」裁決，將領口咪擲在 上表示不滿，被曾鈺成
批評其行為不恰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四丑」離題萬丈 時間 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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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坦言，拉布議員連日不

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浪費會議

時間。 梁祖彝 攝

■ 王 國 興

（左）和吳亮

星指5日的

拉布已浪費

了1,275萬

元公帑。

鄭治祖 攝

■王國興不滿立會連續多日拉布浪費公帑，並在議事廳內展示大字報，譴責拉布議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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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左）面對議會連日拉布，顯得心

急如焚。 梁祖彝 攝

■王庭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