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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分析文章指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
新春酒會致辭時，「指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發展民主、
順利實現普選的誠意是不容懷疑。但他同時強調，中
央堅決反對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規定之外另搞一
套，這樣等同漠視一國原則以及中央的憲制地位和權
力，擺明車馬反對『泛民』堅持的『三軌制』中的
『公民提名』與『政黨提名』。」

政改有商有量但堅定原則底線
有報章社評亦指出，「政改當然『有商有量』，方

案建議大可提出，但政改不是天馬行空、更不是脫繮
野馬，如果任由一些完全漠視『一國』原則、明顯不
符基本法規定的所謂建議、方案，如『公民提名』、
『三軌提名』，也大搖大擺、冠冕堂皇的招搖過市，
在民眾中進行廣泛的商討以至什麼表決，那麼，其唯

一的後果，只能是誤導公眾，最終斷送普選。因此，
眼前要務之一，就是必須旗幟鮮明地重申：中央堅持
必須依法普選、堅決反對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規定外另搞一套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從而把市
民和輿論的關注點重新聚焦到『依法普選』四個字上
面來，不要再在什麼『公民提名』、『三軌提名』等
完全不切實際、不具備任何法理基礎的所謂方案上多
所議論，虛耗精力、浪費時光。」

有輿論更將張曉明講話總結為「警惕三個『漠視』
堅持兩個『必須』」，「張曉明指出，堅決反對在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之外『另搞一套』，因為
這是漠視『一國』原則、漠視中央的憲制地位和權
力、漠視廣大港人珍視的法治精神。他並強調了兩個
『必須』：即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規定、特首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這番講話值

得香港市民高度重視和警惕，當前反對派編造出各種
各樣的『普選方案』，不論『公民提名』還是『三軌
提名』，儘管有着華麗的政治包裝，但其本質就是三
個『漠視』的表現，若任由其操弄下去，普選勢將離
市民越來越遠。」

明確否定「三軌提名」
《明報》引述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回應張曉明講

話，指出「現在有很多有關普選的方案，均不在基本
法範圍內，包括『公民提名』。基本法中清楚寫明行
政長官是如何產生，亦必須依法進行，如果社會上人
人都有不同意見，各有各講，會造成混亂，亦難以達
到共識。張曉明的致辭再度顯示出中央有誠意，亦十
分重視香港普選，希望大家在基本法框架下達成共
識。」

《星島日報》引述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分析，
「張曉明提到的『另搞一套』，明顯暗指『泛民』提
出的『三軌制』提名方案，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
構，他自然要闡述中央的立場，強調普選必須按基本
法辦事。他又指，新政府上場後，行政、立法關係惡
劣，社會撕裂，加上『泛民』提出『佔中』，對香港
造成很大的損害，因此張曉明才提醒大家要以和為
貴。」

有輿論引述身兼行政會議成員及立法會議員葉劉淑
儀認為，「張曉明所說的不能『另搞一套』是指反對
派提出的『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是否定了
『三軌提名』，叫反對派不要『心存幻想』。她說，

政府不方便評論具體方案，但中央的立場十分清晰，
張曉明這次講清楚是好事，可以讓市民明白政改基
礎。」

求同存異 凝聚共識落實普選
在政改問題上，反對派至今仍堅持違反基本法的方

案，激進反對派更意圖將整個反對派綑綁起來，《明
報》引述全國政協委員盧文端分析指，「『溫和民主
派』被激進派綑綁，會對政局非常不利。他認為若政
改拉倒，不論中央、『泛民』還是建制派都是三輸，
而贏家只有『激進泛民』，呼籲溫和『泛民』應有勇
氣重返談判桌，第一步先出席中聯辦飯局，嘗試去跟
中央討價還價。」

對於政改的前景，有輿論引述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表示，「各界都渴望『一人一
票』選特首，應該齊心一致、有商有量、求同存
異，爭取 2017 年達至普選。商界現在較為關注的是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問題，希望各界就政改有商有
量。」

有輿論亦引述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指出，
「港人共同願望，是政改能協商成功，不要一拍兩
散。他認為政改的關鍵問題，是大家是否承認中央的
權力，因為香港不是獨立實體，是一國下的特區，所
以中央有任命和否決的憲制權力，港人對此要尊重；
離開基本法，離開人大決定，離開『提委會』，另搞
一套，堅持『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是談不攏
的。」

文平理

港輿論：張曉明既表達善意又重申中央依法普選立場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表示堅決反對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規定之外另搞一套，同時表示真誠歡迎各種形式的理性溝通。輿論認為，張曉明的講話不但

再次表達了中央支持香港落實普選的誠意，真誠歡迎各種形式的理性溝通，更清楚表明了中

央依法普選的堅定立場：一是特首普選要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的法律底線；二是特首人

選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政治底線。輿論並呼籲，社會各界應按照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務實討論，凝聚共識，為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打下基礎。反對派必須放棄企圖突破普

選底線的幻想。如果反對派漠視「一國」原則另搞一套，令特首普選一拍兩散，他們對此必

須承擔歷史責任。

有名為「滅蝗行動」的網上團
體，昨日發起所謂「廣東道驅蝗行
動」，參與者包括一班網民，也有
激進反對派團體「熱血公民」、粗
口教師林慧思及其「調理農務蘭花
系」等。他們由尖沙咀鐘樓出發沿
途不斷向內地遊客叫罵，高舉帶有

歧視及侮辱性的橫額，更揚言要噴發「殺蟲水」，肆
意挑釁及騷擾內地旅客。有團體因不值其行為，在鄰

近地點派發歡迎內地旅客的單張，兩批支持者更爆發
罵戰及肢體衝突。事實上，所謂「驅蝗」行動已經不
只是「倒香港米」，在外國他們的言行已經觸犯了
「煽動仇恨罪」，而公然騷擾他人亦違反了香港的刑
事恐嚇條例，執法部門理應追究相關人士的法律責
任。
「滅蝗行動」發起人梁金成，自稱任職倉務員，但
近年卻不斷在上水等地組織對內地旅客的狙擊行動，
並得到范國威、毛孟靜等反對派議員支持，彼此關係

千絲萬縷。這次他們更加變本加厲，公然到廣東道狙
擊內地旅客，這種極端行徑根本不容於文明社會。內
地旅客來港是消費，真金白銀何來「蝗蟲」之詆毀，
況且兩地同文同種，豈有惡意針對中國人之理？昨日
有內地旅客就指出中國人不打自己人，而是要互相支
持。這些極端人士完全是丟了港人的面子，令香港文
明社會蒙羞。
香港是廣迎四方客的旅遊城市、購物天堂，「滅蝗

行動」不但「倒米」，而且行動主要針對內地旅客，
顯然已觸犯了煽動仇恨罪。該罪行是指針對某一特定
社會群組成員歧視性的犯罪行為，這些社會群組包括
種族、宗教、性傾向、身心障礙、族群、國籍、年
齡、性別、性別認同及政黨等等。香港現時雖然未訂

立有關法例，但煽動仇恨絕不容於本港社會已無異
議。同時，有關人士公然指駡、滋擾旅客，顯然已
「使受威脅者或其他人受驚」，人證物證俱在，警方
完全可按照刑事恐嚇去追究其刑責。如果一些人可以
在大庭廣眾之下去狙擊旅客，而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還是一個法治社會嗎？
必須看到的是，有關行動雖然參與者只屬極少數，

但背後卻有多個激進反對派政黨團體政客的身影。再
聯繫之前「人民力量」高調提出所謂陸路入境稅，同
樣將矛頭指向內地旅客，說明激進勢力正在發動一輪
針對內地旅客行動，意圖挑撥兩地關係，製造各種衝
突，讓他們可以借機發揮渾水摸魚。這種破壞兩地關
係的圖謀，社會各界應高度警惕。

惡意騷擾內地旅客須依法追究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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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玲被噓爆
無實據亂扣帽

施永青表示，自己的報章亦被客戶抽起廣告，但
不會將其提升到言論自由受到威脅，個人仍然

「講想講的東西、辦自己想辦的報紙」，他又說，是
否刊登廣告，完全是對方的選擇，不能夠因不刊登廣
告，便指責對方損害言論自由，面對這種事件，惟有
選擇就是在新的環境繼續發聲。而按照目前形勢，預
計未來，不同政治勢力，會透過各種方式，利用傳
媒，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身為傳媒必須保持
自己的獨立性。

施永青：要有證有據
他又指，作為公器在手的人，需要小心運用這種權
力，任何指責都要有證有據，不能在沒有證據情況
下，就不斷互相指責，更不能夠只是說上兩句，便立
即向對方套上罪名，亂扣帽子。施永青更說，在被指
抽廣告時，有流言指會抽起某些人士的專欄，但事實
上，在決定專欄的調動時，完全是按照報章編採方

針，沒有受到任何壓力。另一方面，亦非一旦成為專
欄作家，便擁有免死金牌，編輯不能作出調整。

宋小莊：勿憑空想像
另外，身兼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的時事評論員宋小
莊亦表示，李慧玲向任何人作出指控時，應該拿出真
憑實據，不要憑空想像，否則，社會將會很混亂。他
還表示，從李慧玲不斷作出的批評及指控，證明言論
自由仍然存在。連日以來，透過大氣電波及不同種類
的傳媒，作出大肆批評，而且，每次均講到繪影繪
聲，面對各界要求拿出證據時，李慧玲只聲稱「我就
是證據；我講出來的就是證明，因為我是一個證
人」，為自己的舉措開脫。她又稱，自己現時未有新
工作，但一定不會返回商台復工云云。

衛港運動成員撐商台
李慧玲說畢謬論後，隨即被部分在場人士喝倒彩，

一批保衛香港運動成員及市民，更帶同標語入場，支
持商台的決定，認為李慧玲是自食惡果；亦有市民不
滿李慧玲，在被解僱後，將自己的責任，全推卸予行
政長官梁振英身上。在節目完結，李慧玲離開時，就
遇到一班反對人士包圍，她需要在場的工作人員護送
和警員協助下，才能上車離開。
此外，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黃毓
民，早前在一個網台節目上，就狠批李慧玲稱商台因續
牌壓力而解僱她的說法，指商台續牌是2年後的事，而
在處理續牌問題時，通訊局都要根據法定程序辦事，包
括舉行公聽會等，絕不會有「私下叩門」之事。
黃毓民又指出，李慧玲犯下了「三大死罪」，一是
她在鄭經翰主政DBC時，曾經「密謀跳槽」，二是
其節目收聽率持續下跌，三是她身為商台人，竟公然
批評商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商業電台在解僱其前主持人李慧玲當日，曾表示「君子

相分 不出惡言」，但李慧玲被炒後卻繼續四出以「惡言」指控。她昨日以一副受害人嘴

臉，出席香港電台的《城市論壇》節目，但被在場市民報以噓聲。對於她連日以來不斷

把自己被解僱事件，自我抬舉包裝成為是被特首政治打壓，出席論壇的AM730主席施永

青批評指任何指責須拿出證據來，作為一個公器在手的人士，必須小心利用（公器），

不應該凡事都拉到政治上，更不要說兩句就向對方扣帽子，套上各種罪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行出狀
元」。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其網誌上表示，在剛過
去的周末，他和太太探訪了善導會屬下一家社會
企業「韓式連鎖麵店」，社企引入韓國廚師來培
訓香港年輕人，而今這些年輕人廚藝一流，令他
和太太大快朶頤，留下深刻印象。他認為，一向
相信行行出狀元，這家社企是一個好例子，香港
社會宜締造更多這樣的機會，讓年輕人各展潛
能，發揮所長。

引入韓廚師培訓港青
梁振英在網誌上表示，這家社企麵店，走中高檔

路線，培訓專業韓菜廚師、讓年輕人掌握韓式的待
客方式。社企引入韓國廚師來培訓香港年輕人，這
些年輕人廚藝一流，令特首伉儷大快朶頤。
這家社企的理念是：行行出狀元。透過提供韓

式食物，年輕人可以有不同出路，成為韓菜廚
師、店長、或可成為韓式餐飲連鎖店的老闆。梁
特首表示，當晚所見，麵店客人來自不同國家。
在麵店服務的年輕人，便可以和不同國籍的朋友
溝通。
梁振英感慨地寫道：「我一向相信行行出狀元，

這家社企是一個好例子，香港社會宜締造更多這樣
的機會，讓年輕人各展潛能，發揮所長。」

EQ身體力行宣護瀕危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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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
炳良(見圖)昨晚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澄
清，政府並非有意研究恢復租金管
制，並強調政府一直對租金管制做法
有保留，這個立場無改變，「我們不
是講研究恢復租管，我講的是研究租
管所帶來的種種影響，包括在海外的
一些經驗，政府立場一直無變，在長

策會當中，從我們的諮詢文件中一開始已講清楚，委員會覺
得租管這個問題是一個『雙刃劍』，我們很怕有時候好心做
壞事，所以一定要非常之審慎」。
張炳良說，明白社會對近年租金上升有不同意見，增加了

市民的經濟壓力，但政府關心一旦實施租金管制帶來的反效
果，包括會造成租金水平上升、業主封盤，以致減少房屋供
應量等負面影響。他表示，不會迴避問題，會透過研究及根
據海外經驗，向社會解釋清楚一旦實施租金管制的影響，而
稍後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報告，亦會提及租金管制
政策，屆時大眾會更了解有關問題。
張炳良前日曾表示，日內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

將涉及租金管制政策，又指租管有利有弊。

張炳良：研租管影響非重推

聯合國大會於2013年
12 月 20 日通過一項決
議，決定把每年的3月3
日，定為「世界野生物

日」（World Wildlife Day），以提升各界對保育野生
動植物的關注。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EQ)一直身
體力行地在社會上宣揚和推動愛護和保護野生動物，
特別是瀕危物種，並利用假期及外訪的機會訪問多個
國際保護野生動物的機構和組織，透過這些行動，向
市民傳播保護自然環境、愛護野生動物的資訊。

籲社會食無翅
葛珮帆自小喜歡大自然，熱衷投入環保工作，為保
護生態出力，鯊魚、野生象、海龜……多種瀕危野生
物動都是她出力保護的目標。她曾與擔任保護鯊魚大
使的中學生到菲律賓拍攝體形龐大，卻性格溫順的鯨
鯊，呼籲社會不要食用魚翅，也曾前往南極考察，在

極地與野生生物近距離接觸，用攝影鏡頭捕捉企鵝、
海獅、信天翁等的精彩瞬間，推廣環保資訊。去年世
界海洋日前夕，葛珮帆到海洋公園，親身接觸綠海
龜、藍鰭吞拿魚、錘頭鯊、角鵬及蘇眉魚等瀕危海洋
生物，喚起市民對牠們的關注，一齊保護海洋。

訪斯里蘭卡大象「孤兒院」
為宣揚保護瀕危亞洲象的信息，葛珮帆曾前往金三

角參觀一所以大象保育為主題的酒店，去年還趁到斯
里蘭卡參與「世界信息峰會大獎2013—國際論壇」的
機會，到訪國際知名的Pinnawala大象「孤兒院」
（Pinnawala Elephant Orphanage）。這所孤兒院於
1975年由斯里蘭卡野生物種保育部成立，最初主要收
容及照顧在野外找到的「象孤兒」，並由1982年開
始發展成一個大象繁殖所，現時育有71隻大象，是
世界上擁有最大象群的收容所。
今年春節期間，本身是潛水教練的葛珮帆利用假期

前往馬爾代夫潛水，巧遇一隻十分好奇「八卦」的大
海龜。由於人類的過分捕殺，以及對自然環境的破
壞，野生海龜數量大跌，今次奇遇大海龜，還與大海
龜有親近的接觸，令葛珮帆好興奮。她還特別前往當
地一間「海龜拯救收容所」參觀，並向社會宣傳保護
海洋，愛護野生動物的信息。
野生動植物在生態、遺傳、社會、經濟、科學、教
育、文化、娛樂和審美方面，對於可持續發展和人類
福祉等範疇，都有很重要的貢獻，民建聯期望社會各
界，全體市民都能更加注重保護自然環境。

（註：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施永青。 資料圖片 ■宋小莊。 資料圖片

■■去年國際海洋日前夕去年國際海洋日前夕，，葛珮帆前往海洋公園宣傳葛珮帆前往海洋公園宣傳
保護海洋生物的資訊保護海洋生物的資訊。。

■特首伉儷十分支持社企發展。圖為去年梁振英
偕妻子到社企攤位購買食品及試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