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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邀請，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香港

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明日抵港，就基本

法與特區政治體制有關的議題進行交流。在香港政

制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為香港社會釋疑

解惑、立牌指路。在特區政府即將正式啟動政改諮

詢的前夕，李飛與張榮順訪港交流，不僅再次展現

出中央對推動香港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決心和誠

意，而且將進一步講清楚普選制度設計必須遵循的

基本原則和規範，有利於將政改諮詢納入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的法治軌道，避免走彎路。

在即將開展的香港政改諮詢中，一定要處理好特

區與中央的關係，中央對普選問題的主導權和決定

權必須得到尊重。我國是實行單一制的國家，香港

特區是我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或獨立的政治實體。香港特

區享有的權力，是中央根據憲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授

予的，而不是香港本身固有的。香港特區處於國家

的完全主權之下，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中央對香

港政制發展和普選安排擁有主導權和決定權。

中央一直真心誠意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中英

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提及普選問題。在香港實行普

選，是中國政府首先提出，並在基本法中規定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的目

標。回歸後，中央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進香港民

主發展，為普選目標的實現作出了不懈努力。2007

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明確了香港普選

的時間表。今年以來，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

再三表明中央在香港落實普選的立場是堅定不移

的。　

落實香港普選，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辦事，而基本法和有關決定都是由國家最高

權力機關制定和作出的。香港政制方案最終亦要獲

全國人大常委會認可。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中的角

色非常清晰。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是落實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決定，受到嚴格法律規範，不是一個

完全開放的議題。目前香港社會對特首普選眾說紛

紜，有人聲稱要符合國際公約，有人提出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中完全沒有的「公民提名」，等等。李飛與

張榮順訪港，相信會就普選制度設計必須遵循的最

基本原則和規範，與香港社會各界交流溝通，再次

發揮釋疑解惑作用。

(相關新聞刊A1版)

菲律賓內閣部長昨日來港，與特首辦

主任邱騰華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商談人

質事件，並發表聯合聲明。菲方已透過

港府向人質事件傷者易小玲轉交慰問

金，支付手術費用。人質事件處理取得

實質性進展，是中央支持和特區政府應

對有理有節的努力成果。特區政府既對

菲方施加壓力，又對菲風災施以援手，

彰顯港人的高尚人道精神，菲方理應作

出善意回應。特區政府應繼續堅持原

則，敦促菲方早日回應香港提出的四項

要求。

針對菲律賓當局的冷漠卸責、拖而不

決，激起港人失望不滿，特首梁振英本

月初向菲方發出最後通牒，限期菲方在

一個月內令事件取得階段性進展，否則

將實施制裁。其後，菲律賓發生風災，

人命財產損失慘重，香港市民和政府沒

有計較菲方在人質事件上推諉卸責，及

時提供了賑災援助。特區政府和香港社

會在人質事件和救災援助的處理上，拿

捏有度，既形成對菲方的壓力，又顯示

出港人的寬廣胸襟和人道精神，菲當局

應該有所觸動。如今，菲方對人質事件

的傷者奉上慰問金，應付急需的手術費

用，相信是壓力和愧疚下的表現，但也

反映事件朝積極的方向發展。

菲方表現有所改善，同時菲律賓正在

救災，特區政府應否放寬制裁期限，引

起本港社會的議論。其實，正如香港特

區政府將人質事件和賑災分開處理一

樣，菲當局完全可以並行應對。何況香

港一直堅持的道歉賠償等四項要求合情

合理，並不過分，協商人質事件的處

理，並不會佔用菲政府太多的資源和精

力，關鍵是菲方要拿出實際行動，讓香

港社會感受到誠意和善意。

目前，港菲雙方政府都同意，就人質

事件尋求一個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

也營造了一個良好的氣氛。接下來，特

區政府還是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

原則，繼續保持應有的壓力，促使菲當

局與香港合作，為本港的受害者討回公

道。

李飛來港釋疑解惑講清原則明確規範 堅持原則 促菲解決人質事件

易小玲表謝意 冀事件合理解決

菲慰問金贈小玲 談判繼續
特首：無礙四要求商談 菲部長：數日內公布細節

菲律賓
人質事件
倖存者易

小玲在慘劇中下顎重創。為了重
建下顎，她3年來不斷做手術，傷
口經歷一次又一次的癒合、切
開。在今年8月第33次手術失敗
後，易小玲的右下顎骨開始發
炎，更連帶左邊下顎骨也受影
響，開始萎縮；雖然有韓國整形
專家在9月表示願意接手她的康復
治療，惟經診斷後指其傷勢嚴
重，現時無法接受手術。幸好天
無絕人之路，國際整形手術名
醫、台灣長庚大學醫學院院長魏
福全最近為她檢查後，表示有信
心助她復原，使她再次在黑暗中
看到光明，但手術費卻要逾百萬
港元。面對如此高昂的費用，今
次的慰問金無疑成了易小玲的救
命草。

人質事件後，易小玲每年都要
入院接受不同類型的整形手術，
可是3年來所有手術均告失敗，更
令她的情況惡化，原本健全的左
邊下顎骨開始向受損的右邊移
動，下巴位置因此逐漸凹陷，面
形扭曲，面部肌肉亦因而變形，
影響嘴部血液循環，不但進食困
難，即使說話也非常痛苦。多次
的手術亦帶給她很多後遺症，當
中右小腿位置因曾取骨做手術，
會不時麻痺無力，亦不能做劇烈
運動，只可在平地慢行。

情況嚴重 韓整形專家束手

今年9月，被稱為「雙顎專家」
的韓國整形醫生吳銘峻願意接手
她的康復治療。然而經X光檢查
後，吳銘峻也不禁搖頭嘆息，

「她本來有很好的面形，現在真的
很可惜」。吳坦言，易小玲的傷勢
嚴重，即使以3年後的康復者來

計，情況仍然嚴重；若她要再次接受重整下顎
手術，需取出盤骨或小腿腓骨，再在身體其他
位置取血管等移植到下顎，但因她下顎骨狀況
不穩定及發炎，必須待有關位置完全康復，才
可再次接受手術，預計最少需半年至一年，故
現時無法接受手術。

吳銘峻續稱，這類整形手術需在首爾大學醫
院進行，失敗率為5%至10%，若患者以往有
失敗紀錄，失敗率會更高。他又估計，易小玲
康復之路仍需多年，即使手術成功，也需三四
年才可回復原來面貌。

台名醫稱成功率96%

雖然每一次希望都落空，但易小玲仍沒有放
棄，在上月30日經本港醫生建議和台灣朋友的
安排下，獲魏福全會見。經檢查後，魏指易小
玲雖病情嚴重，但仍可接受手術重建下顎，還
可為她植牙，令她可以像一般人進食；魏更揚
言成功率達96%，第一次手術更可安排在今年
12月18日進行。消息令易小玲大感興奮，但問
題是她無法支付高逾百萬元的手術費。為此，
易小玲曾致電保安局求助，但對方指港府只能
提供她在本港公立醫院的醫療費，難以支援海
外的醫療費，令她十分無助，今次的慰問金正
助她解決燃眉之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港府和菲律賓政府昨
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在馬尼拉人質事件取得階段性
進展。菲律賓政府派內閣部長Jose Rene Almendras透
過港府轉交慰問金予倖存者易小玲，以應付快將進行
手術的費用。易小玲表示，對於菲律賓的慰問和關心
表示感謝，亦期望中央和特區政府能繼續努力，盡快
令人質事件得到合情合理的解決。對於慰問金的金
額，易小玲指不希望透露，但數目大致是近期所需的
手術費。

盼中央與港府續努力

易小玲昨日發出聲明，表示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的陪
同下，收到政府轉交來自菲律賓商人捐助的一筆慰問

金，以協助應付未來所需的手術費用。同時，對於菲律
賓的慰問和關心，表示感謝。就菲律賓人質事件的商
談，期望中央和特區政府能繼續努力，盡快令事件得到
合情合理的解決。

對菲災民感難過表慰問

另一方面，近日菲律賓受嚴重風災影響，易小玲亦對
菲律賓的災民表示難過和深切慰問，並希望他們可早日
重建家園。

協助菲律賓人質事件家屬及傷者追討賠償的律師涂謹
申表示，易小玲不希望透露獲得菲律賓政府發出的慰問
金金額，不過數目大致是易小玲近期所需的手術費用。
他指，可能易小玲最近在訪問中透露需要一筆手術費，

相信政府因此而知道她的需要，促使菲律賓發放慰問金
作為表達善意的一種方法。他又指，從雙方政府發出的
聯合聲明看，談判有進展，希望中央和特區政府努力，
最終達到家屬滿意的談判結果。

謝志堅：友善表現續爭訴求

菲律賓人質事件死者家屬謝志堅則認為，菲律賓政府
能夠向急需施手術的傷者易小玲發放慰問金是友善的表
現，相信都是基於人道立場作出協助。他又相信，不會
因向個別傷者發放慰問金，而影響在港死者家屬及傷者
爭取道歉及賠償的團結力量。

另外，他稱知道菲方內閣部長來港與政府開會，但他
沒有參與，暫時不知道商討是否有進展。

菲傳媒：不排除阿基諾道歉

據菲律賓傳媒報道，阿爾門德拉斯昨在菲律賓駐港總
領事館，向出席的菲國民保證，菲政府會在幾日內，甚
至一兩日內公布細節安排，並回應人質事件家屬的全部
四項要求，希望以和平方法解決事件，以顯示菲律賓政
府並非置香港的菲國民於不顧。他又指，如果總統就事
件作正式道歉，就可以輕易解決問題，他不排除阿基諾
願意道歉，又希望菲國民不要因總統最終道歉而生氣，
因為這個是達致雙贏的做法。

阿爾門德拉斯昨日與特首辦主任邱騰華及保安局局長
黎棟國會面，並發出聯合聲明指，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在
獲悉易小玲急需進行手術後，指派內閣部長透過特區政
府轉交慰問金，應付快將進行手術的費用。慰問金由菲
律賓商人捐助，表達菲律賓社會對受害者及家屬的人道
關懷。有關捐助並不影響雙方正就四項要求進行的部長
級商談。

梁振英向菲總統提及小玲傷勢

另方面，梁振英昨出席太平洋貿易及發展會議後會見
傳媒，解釋在上月印尼峇里出席APEC會議期間，特別向
菲律賓總統阿基諾提及傷者易小玲的傷勢，阿基諾知道
易小玲急需進行手術，因此委派內閣部長來香港，透過
特區政府轉交慰問金，以應付快將進行的手術費用。他
指，易小玲已經收取港府轉交的慰問金，並且對此表示
感謝。梁振英強調，有關的捐助並不影響雙方就四項要
求進行的部長級商談。

有信心續取得階段性進展

他稱，昨日的進展為雙方繼續商討奠定一個好的基
礎，期望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裡面，繼續取得其他的階

段性進展。在這個問題上，港府會不斷地和菲律賓政府
方面進行商討。他指，有信心可以取得其他的階段性進
展，最終可以達致一個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案。當雙方
再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時候，屆時政府會向市民公布。

梁振英又表示，自上月初在印尼峇里出席亞太區經濟
合作組織經濟領導人(APEC)會議期間，向菲律賓總統阿基
諾提出要求雙方正式會面之後，雙方同意就馬尼拉人質
事件，通過商討尋求一個死者家屬和傷者都能夠滿意的
解決方案。他指，他委派特首辦主任邱騰華，而菲律賓

總統就委派了他的內閣部長阿爾門德拉斯作為代表，就
受害者家屬和傷者的四項要求進行商討，雙方隨即展開
溝通。

菲律賓內閣部長阿爾門德拉斯於上月21日就馬尼拉人質
事件首次來港後，昨日是第二次來港與邱騰華及黎棟國
進行商談。菲律賓內閣部長向特區政府就事件中的死者
家屬及傷者提出的四項要求展開商談，包括要求菲方道
歉、有關人員就事件負責、作出賠償及承諾未來在旅遊
設施提供足夠的保安，雙方有深入和建設性的交流。

邱騰華(左一)及黎

棟國(左二)昨日與菲

律賓內閣部長Jose

Rene Almendras(右

一)舉行高層會議，

就馬尼拉人質事件

受害者及家屬的四

項要求進行商討。

▲

▲謝廷駿的兄長謝

志堅一直積極爭取

菲方道歉及賠償。

資料圖片

■易小玲對菲律賓的慰問和關心表示感謝。 資料圖片

■梁振英強調，慰問金並不影響港菲雙方就四項要求進行

的部長級商談。 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菲律賓馬尼拉人

質事件發生至今3年，港菲雙方一直就賠償及道

歉問題持續拉鋸，但經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長

期努力，與菲律賓政府不斷交涉，事件終於取得

階段性進展。據菲律賓傳媒昨日報道，在港的菲

律 賓 內 閣 部 長 阿 爾 門 德 拉 斯（ Jose Rene

Almendras）表示，菲政府會在未來數天內就人質

事件公布化解爭議的具體細節，又不排除總統阿

基諾會道歉。而阿爾門德拉斯昨日亦透過港府將

慰問金轉交易小玲，以應付她到海外進行手術的

費用。行政長官梁振英強調，慰問金並不影響雙

方就四項要求進行的部長級商談。他表示，當雙

方再取得階段性成果的時候，會再向市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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