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振英今日下午3時30分會到立法會發言並接受議
員的提問，預計他將會在開場白中，簡單總結過

去幾個月特區政府各方面的工作進展。

葉國謙關注限奶令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表示，湯顯明公

款饋贈酬酢事件引起社會關注，民建聯期望特首能進一
步交代如何從制度上維護廉政公署的形象，不要因為個
別人士的問題而影響了署方的公信力。同時，民建聯亦
關注政府在實施「限奶令」時，應利用內地市民信任香
港品牌的契機，研究在邊境發展銷售日用品的特賣場，
既可便利內地市民購物，減少與港人的矛盾，也能為香
港帶來新的貿易商機。

梁君彥促力谷消費

經民聯早前訪京，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面，張德江提醒港人，香港首要
任務是發展好經濟。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強調，目前歐美
經濟消費力弱，即使香港在剛過去五一黃金周的成績亦
不如前，旅客及本地市民消費減少，因此希望跟進特區
政府將會如何回應領導人的提醒，盡快推出為本港經濟
注入動力的具體政策措施。

郭偉強反輸入外勞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表示，希望重申反對輸入外勞及加
強本地勞工培訓的訴求，同時促請當局正視年輕人就業
問題。他認為，坊間不少工種出現斷層情況，認為政府
應加強中學及大學的職業導向支援，並在發展6大優勢
產業之外，推動其他產業發展，例如既能改善環境兼又

可創造新就業機會的綠領工作、重建香港成衣業等輕工
業品牌等。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則要求政府盡快落實「全薪產假」

及改善托兒服務，以減輕職場婦女的壓力。而身兼行會
成員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計劃提問，但笑指要保持
神秘感。

大口舊忙拉布不備課

反對派方面，坊間預料他們會主攻近期的熱門政治議
題，包括政制改革及湯顯明事件等。公民黨議員湯家驊

聲言，過去一年，特區政府在委任諮詢架構或委員會成
員時，「來來去去都是那些面孔」，要求梁振英解釋是
否「用人唯親、親疏有別」。在預算案審議中發動拉布
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大口舊）就稱，近日因忙於
拉布及應付不同議題，尚未與黨友商討提問內容以至抗
議行動，但估計3名成員均曾在過去多次答問會上發
言，提問機會不大。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表示，若能夠發問，將會向

特首提出湯顯明事件，並要求當局成立一個具法定效力
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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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只有一個半月的「真普選聯盟」表示，已經就普

選特首方案達成7項共識。這個由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連同12個政黨或工會組成的組織，先後舉行過兩次

政改研討會，但最終都以罵戰收場，卻能夠在吵吵鬧鬧

中達成7項「共識」，實在令人驚訝。原來這7項所謂共

識，只是「真普聯」內一撮人的共識，據報道，聯盟內

各政黨現在才開始就這些「共識」向各黨員進行諮詢，

這種由上而下的諮詢，對於聲稱追求民主的「真普聯」

來說可謂一大諷刺。

「真普聯」自稱民主反民主

民主的基本精神在於由下而上凝聚共識，「真普聯」

這種由上而下的諮詢，連民主形式也欠奉，那就顯得很

難看了。

「真普聯」在3月21日正式成立，並先後在4月7日及5

月5日舉行了兩場政改研討會。首場研討會因為「愛港

之聲」成員與主講者以及反對派的支持者對罵而中途腰

斬。而第二場研討會亦因「人民力量」成員指罵民主黨

以及民協在上次政改時接受當局方案，與廖成利爆發罵

戰，其後又與「愛港之聲」的成員「駁火」，令研討會

草草收場。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說，這7項共識包括不接受

在提名過程中有任何「預選」、「篩選」；一人一票選

提名委員會，長遠則要廢除提名委員會；任何人士只要

取得提名委員會八分之一成員的提名就可以入閘；容許

由一定比例選民聯署提名亦可以入閘等等。這些所謂共

識，明顯有違《基本法》。

普選特首最重要是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來安排。《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應「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

名後普選產生」。這個提名程序的名稱並不重要，叫它

預選也好，叫它提名也好，關鍵在於由提名委員會提

名。現在「真普聯」的所謂共識，卻要求容許由一定比

例選民聯署提名亦可以入閘、長遠則要廢除提名委員

會，明顯不符《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中央不會接納違反《基本法》方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亦指出，提名委員會可

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

成，而目前的選舉委員會涵蓋了工商界、金融專業、社

會文化宗教及政界，透過界別選舉產生。「真普聯」要

求一人一票選提名委

員會，跟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有很大出入。

「真普聯」就普選

特首方案達成的所謂

7項共識在很大程度

上違反《基本法》，中央政府根本無可能接受，但「真普

聯」似乎一意孤行，看來是自恃聯盟內的27名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的關鍵少數否決權，以為自己擁有很強的談判

籌碼，如果「真普聯」真的這樣想，那未免太天真了。

繼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表示，落實普選是不能

對《基本法》置諸不理之後，資深大律師翟紹唐日前接

受《南華早報》訪問時，亦明確指出不支持「佔領中環」

行動，並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經訂明普選行政

長官的框架。現在需要做的，是全面討論四十五條中提

及的何謂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以及其他問題。

由此可見，社會上理性的聲音仍然佔多數。「真普聯」

現在要做的，是重回《基本法》的正軌去討論普選特

首，而不是搞自己的一套。

「真普聯」就普選特首方案達成的所謂7項共識，在很大程度上違反《基本法》，中央政府

根本無可能接受，但「真普聯」似乎一意孤行，看來是自恃聯盟內的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的關鍵少數否決權，以為自己擁有很強的談判籌碼，如果「真普聯」真的這樣想，那未免太

天真了。「真普聯」現在要做的，是重回《基本法》的正軌去討論普選特首，而不是搞自己

的一套。

「真普聯」搞的是哪門子民主？

為了反對青少年學生認識國

家，《蘋果日報》與港台無所

不用其極，採取了移花接木的

手法，造謠惑眾。

《蘋果日報》昨日發表了題

為「我們對媚共的特區政府絕

不尊重包容」的社論，大肆攻

擊特區政府舉辦的「五四青年

節2013『金紫荊廣場五四升旗

禮』暨『尊重與包容』青年分

享會」活動。這明明是兩個不

同的活動。《蘋果日報》卻將

兩者混為一談。同時，港台

《鏗鏘集》使用了斬頭去尾的

手法，把「五四運動」的「愛

國救國振興中華」精神以及

「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的口號，利用了剪裁的鏡頭，

移花接木突出了「尊重包容」

這幾個字，然後把「尊重包容」

說成了是紀念活動提倡的「五

四運動精神」，還引用了一個

女學生的一句說話，歪曲了整

個紀念活動。《蘋果日報》和

港台大唱雙簧，目的就是反對

青少年學生認識中國歷史，反

對青少年熱愛祖國，反對青少

年為振興中華服務，反對青少

年和內地進行交流。

其實，連網民也看出，即使

那個女學生，談到了「五四運

動」愛國精神的時候，也強調

是愛國強國的精神。《蘋果日

報》社論作者李怡，就是閉起

眼睛，以女學生一句話，硬指

女學生只提到「尊重與包

容」。李怡一向敵視中國，也

一向敵視自己的同胞。汶川大

地震和雅安大地震，他兩次撰

寫社論，都對自己同胞在自然

災害受到的劫難幸災樂禍，說

成是「天譴」，冷血無情。

在社論中，李怡攻擊「五四

甚至不是中共所稱的愛國運

動」，說今天紀念五四就是要

「配合中港融合政策，為壓制

佔中運動的升溫，它顯示特區

政府並沒有真正收回國教」，

務求要把國民教育剷除而後

快，實現《蘋果》的「去中國

化」。所以，李怡把執行基本

法的特區政府落實基本法，讓

青少年熱愛祖國，說成了「媚

共」，並表示「不可容忍」，這

是對基本法的挑戰。

基本法規範了特區政府的組

織架構和運作。基本法第一條

就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第十一條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

同基本法相抵觸」。難道特區政府可以不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嗎？難道特區政府不應該引

導青少年認同自己是中國公民嗎？難道特區

政府不應該引導青少年認同「家是香港」

嗎？這就是愛國愛港的高度統一。香港和內

地血濃於水，兩地的同胞應該團結起來，一

起實現先輩在「五四運動」體現出來的振興

中華理想，完成中國夢。這又有什麼值得反

對呢？

講到底，《蘋果日報》咒罵香港青年紀念

「五四運動」，無非要為繼續推行「佔領中環」

製造輿論，「佔領中環」的動機，正是要擺

脫基本法，制定違反憲法的普選特首方案，

他們要制定一個國家主權形式的選舉方法，

完成「去中國化」。所以，對青少年學生認識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認識自己是中國人，認

識自己肩負 振興中華的歷史責任，充滿了

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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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 立法會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今日下午到立法會出席答問大會，多個黨派議

員預告會針對本港經濟存在隱憂，促請政府就經濟民生、青年就業及勞工待遇等方面加大支援及

發展力度。此外，近日社會熱議的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公款饋贈酬酢風波及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等議題，預計也會成為答問會的焦點。

立會通過設委會查湯顯明

與廉署工作聯繫 中聯辦強調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就有報道指，

前廉政專員湯顯明在任內曾經宴請中聯辦官
員，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左圖）昨日在一公
開活動上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回應說：中聯辦官
員與廉署官員保持工作聯繫是很正常的活動。
中聯辦有關部門負責人上月底接受中通社

訪問時說，內地有關部門與香港廉政公署在
反貪及廉政建設等方面一直有合作交流，中
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需要協助溝通聯絡
工作，中聯辦官員與廉署官員保持工作接觸
和聯繫是正常的。
該名負責人又指，中聯辦不僅與廉署，亦

與其他特區政府部門保持 比較密切的工作
關係，特區政府機構也時常主動提出，希望
中聯辦協助聯絡內地相關機構，開展相關業
務交流合作，這種溝通聯絡是中聯辦廣泛聯
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的職責所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前廉政專員
湯顯明涉及的酬酢及宴請事件，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郭榮鏗及工黨議員何秀蘭，首次引用議事規則
第二十條，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以呈請書形式，
要求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並在25名反對派
議員支持下通過。廉政公署昨日則回應指，廉署
一直樂意應立法會的要求提供全面協助，倘接獲
邀請，會考慮出席委員會的會議。

25反對派議員起立支持

立法會大會昨日在審議財政預算案修正案前，
表決通過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湯顯明事件。除當
時不在席的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及社民連主席「長
毛」梁國雄外，在場的25名反對派議員均起立支
持。這是立法會首次以呈請書形式，由議員站立
投票通過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個別事件。不過，
該委員會並無實質權力，並無傳召證人及索閱相
關政府文件的權力。
委員會的具體組成，將於日後再議。提出呈請

書的郭榮鏗會後聲稱，不會低估調查難度，尤其
是委員會的權力有限，只能「見步行步」，又聲
言擔心建制派議員加入委員會，會拖慢調查進
度，希望委員會會議可以公開。何秀蘭亦稱，委
員會成立，定會有大批建制派議員加入，試圖
「影響」委員會的調查工作。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提出，由於有關專責委員會
並沒有強制傳召證人的權力，建議先待立會政府

帳目委員會完成工作，有一個雛形後再成立專責
委員會，又聲言不覺得委員會是「形同虛設」，因
為有關的資料越揭越多，相信日後會有更強的理
據曝光，建議賦予該委員會有傳召證人等權力。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坦言，政府已

就事件成立檢討委員會，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也將於本月23日討論，廉政公署亦會跟進有關事
件，立會再成立專責委員會可能會出現重疊職能
的情況。不過，身為立法會議員，建制派議員必
須履行職責，加上他們也十分關注事件，故定會
派員加入，而自己身為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加
入該委員會是責無旁貸的。
他並反駁郭何兩人聲稱建制派議員加入會影響

調查的說法，強調根據議事規則第七十八條規
定，在委員會成立前，議員需要詳細討論成立人
數、工作範圍等，並交由內務委員會決定，再向
立法會主席匯報，根本不會出現所謂有「大批建
制派議員加入，影響工作」的情況。

建制派被屈 阿謙駁斥

葉國謙續說，委員會人數為13人會較為適合，
而按目前建制派與反對派在議會內的比例，估計
委員會內建制派及反對派議員的比例會是8：5，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所有事情，建制派都希望
能夠與反對派商量，但現在工作還未展開，對方
就已經投訴建制派『人多蝦人少』，這種態度，並
不是有心與人合作的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審計報告早前批評
廉政公署酬酢開支超出上限，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
調，雖然廉署及廉政專員在行政上獨立於政府的架構及
公務員體系，但根據《廉政公署條例》，廉署必須遵從
政府規例及指引處理行政事務，特區政府非常重視近日
傳媒就前任廉政專員的公務酬酢、餽贈及外訪的報道，
必定嚴肅處理，以維護社會對廉署的信心。

廉署須受5委員會監察

林鄭月娥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書面回覆議員提問時指
出，廉署及廉政專員雖然在行政上獨立於政府的架構及
公務員體系，但根據《廉政公署條例》，廉署必須遵從
政府的規例及指引處理行政事務，除非事先獲得行政長
官批准可藉常規修改。廉署亦須接受由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社會賢達及專業人士所組成的5個委員會
的監察。
她續說，倘退休公務員觸犯任何經行政長官核證為

對香港造成嚴重損害、或可能令人對公職服務大失信
心的刑事罪行，或《防止賄賂條例》的任何刑事罪
行，當局可根據法例取消、暫停支付或扣減其退休
金。
林鄭月娥強調，廉潔奉公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多

年來一直被肯定為廉潔社會，廉署成立39年來肅貪倡
廉，維護香港公平廉潔的核心價值，在香港及國際間建
立良好聲譽，市民對廉署人員尤其高層官員的操守有極
高的期望，「多年來廉署均按照現行機制及程序秉公辦
理每宗個案並接受監察。這機制及程序行之有效」。特
區政府非常重視近日傳媒就前任廉政專員的公務酬酢、
餽贈及外訪的報道，必定嚴肅處理，以維護社會對廉署
的信心，行政長官梁振英已於上星期宣布成立獨立檢討
委員會，將於4個月內提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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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今立會答問
經濟隱憂成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