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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樓市「雙辣招」的印花稅草案恢復二讀，反對
派議員一度提出中止辯論，最後遭否決。「雙辣招」
對壓抑熾熱樓市行之有效，回應市民最關切的問題，
得到民意支持。反對派議員故意糾纏立法的方式，甚
至要中止辯論，等同變相「拉布」，其目的就是不擇
手段阻撓施政，打擊政府管治威信，漠視市民利益。
建制派議員須以大局為重，支持印花稅草案順利通
過，切不能助紂為虐，與反對派共舞。

此次「雙辣招」草案的審議，先審先訂成為立法會
爭議的焦點。「雙辣招」採取「先訂立、後審議」機
制，對市場影響立竿見影，可迅速發揮穩定樓市作
用。而且，「先訂立、後審議」機制並非新方法，過
往財政預算案，調整香煙稅、汽車稅都是這樣做，未
見有任何非議。本來政府一直「企硬」以「先訂立，
後審議」的方式調整稅率，其後考慮到議員的強烈意
見，承諾只會在「減辣」時用「先訂立、後審議」，
「加辣」時採取「先審議、後訂立」方式。政府作出
讓步，就是為了「雙辣招」議案能在立法會順利通
過。

可惜的是，反對派議員對政府的讓步不但不收貨，
反而借題發揮向政府發難。「雙辣招」草案審議的焦
點應該落在法例的內容上，但反對派議員先是在先審

還是先訂的問題上僵持，繼而又攻擊運輸及房屋局局
長張炳良正式作出的口頭承諾，將來加稅、減稅會以
不同方式處理，是破壞法治，搬出捍衛立法會職權、
尊嚴的「大帽子」，將一項有利民生的措施政治化。

壓抑樓市的雙辣招得到近70%市民支持，反對派議
員口口聲聲敦促政府打壓樓市，回應市民訴求，另一
邊厢卻不斷製造障礙，阻止政府落實「雙辣招」。雙
辣招審議已拖延了超過一年多，開了22 次會議，至今
能否通過仍存在不明朗因素。事實上，有關的中止辯
論可以無限次提出，等同變相拉布。反對派議員阻止
「雙辣招」通過，與長毛拉布阻長者生果金毫無分
別，根本是為反對而反對，就是要令政府施政寸步難
行，完全置民意、市民利益於不顧。昨日雙辣招若被
中止，由於下周三是財政預算案，「雙辣招」議案何
時可以再回到立法會審議，實是未知之數。如此一來
只會令地產市場增加不明朗因素，令市民無所適從，
對整體社會不利。

為香港穩定繁榮出發，建制派議員有責任和義務為
政府施政保駕護航。在樓市狂飆，亟需調控的關鍵時
刻，應該以社會整體利益為重，支持雙辣招議案順利
通過，不應節外生枝，添煩添亂。

（相關新聞刊A2版）

狙擊雙辣招 旨在阻撓施政
長沙灣家禽批發市場昨天恢復運作，

2.5萬隻本地活雞供應市場，當中不少是
「嘉美雞」，儘管不少適齡雞批發價較禁
售前為高，但很快全部沽清，顯示本港市
民食活雞習慣難以改變。事實上，本港現
時註冊雞場皆以全密封式運作，全部雞隻
皆有接種最新型號疫苗，且受法例嚴格監
管，安全性有保障。當局可在政策上對本
地家禽飼養業界加以扶助，提升本地養雞
業，以應對市民食活雞習慣。

香港雖然發生過多次禽流感疫情，但最
後都難改市民食活雞習慣。市民認為活雞
肉質腍、滑、香俱全，廣東菜「無活雞不
成宴」，高湯一般都用活雞熬出，涉及活
雞的菜式數不勝數，活雞在飲食業中扮演
重要角色。香港飲食天堂美譽，在一定程
度上也離不開活雞。香港食活雞不僅是一
種習慣，已演變成一種文化。不久前一項
民調發現，近六成受訪市民不贊成全面永
久禁售活雞，另有五成人贊成只禁內地
雞。

要保存香港的食活雞文化，可由提升本

地養雞業的方向出發。相對內地供港雞場
難以監察而言，香港飼養雞隻的地方衛生
及環境更佳，雞種質素更高，有能力建立
起一個高增值的活雞供應市場，讓市民、
旅客皆有信心在港食新鮮雞。如此則既能
保留傳統食活雞文化，也能創造一門經濟
產業，從而惠及各行各業。近年，本港雞
農在漁護署協助下發展培育「嘉美雞」等
品種，已獲得市場接受，昨天很快全部沽
清的2.5萬隻本地活雞，當中不少就是嘉
美雞。

當然，若一日在港飼養家禽，一日都難
以避免要面對禽流感風險。若在努力提升
本地養雞業的情況下，本地活雞仍不幸發
現禽流感病毒，那真的需要共同討論本港
是否仍然要維持吃活雞這一飲食習慣。本
港市民以往曾每日進食超過 10 萬隻活
雞，但在 1997 年爆發禽流感後，市民多
了進食冰鮮雞，現時每日進食活雞少於2
萬隻。這說明食活雞習慣和文化也是可以
慢慢演變的。

（相關新聞刊A1版）

提升本地養雞業 應對食活雞習慣

A4 重要新聞

特首率「政改三人組」晤港人代
與會者倡政府總動員推政改 全方位為各界解疑難

梁振英昨日在政府總部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歷時1.5小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組成的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亦有出席會面。據了解，與
會者較集中關注政制改革、政府管治以至個人遊等
議題，在約20名與會者中，有約10人發言。梁振
英本周五將與全國政協委員會面。

吳亮星：設發言人有助溝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透露，會上他對政改提
出「兩點建議」：第一，設立發言人制度，定期於
每個階段作集中性發言，帶領整體發展方向，避免
溝通不準確以至發展不暢順；第二，動員整個政府
團隊推動政改工作，「政府應汲取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教訓，不好單靠個別政策局處理，而是動員
整個政府團隊，全方位讓各個行業階層均能及時解
除疑難」。

雷添良：市民不想原地踏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雷添良表示，他會上提到過去
接觸到的市民大眾，發現市民角度是渴望在2017年
行使其選舉權，能夠真正走到票箱用選票選出特
首，不希望2017年政改原地踏步，「這是個非常重
要的訊息，亦有利政府確立今後的工作。市民是渴
望行使投票權，其他不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建議，並非最重要考慮」。

馬豪輝：旅業應轉型迎機遇
針對個人遊持續發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豪輝

關注到內地《旅遊法》。他提出，因應《旅遊法》
實施並打擊廉價購物團，令個人遊客路轉型，由過
往的購物團為主，轉為參觀景點為重，建議本港亦
要與時並進，做好轉型迎接機遇，「個人遊的改
變，導致海洋公園及迪士尼樂園承受嚴重負荷。旅
遊業是香港四大支柱產業，香港未來應完善個人遊
配套，達至共同轉型迎接機遇」。

楊耀忠：準判民意管治暢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則對政府管治提出「兩

點意見」：第一，因應社會民粹主義思潮嚴重，政
府應準確判斷民意，不要被民意脅持甚或被牽着鼻
子走，否則本港管治會陷入兩難局面；第二，本港
非常重視民情民意，更被稱為「示威之都」，但政
府應依法辦事及依法治港，正如日前激進反對派騷
擾內地遊客事件，政府官員應及時表態，並依法處

理違法衝擊。

劉佩瓊：兩地安老服務互補
多名港區人大代表亦關注到本港民生及產業發

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關注兩點事項，特別
是養老院舍問題，建議本港配合內地政策達至互
補，「內地政策明確訂明公私營合作。比如，官方
提供硬件並資助私營機構營辦，早前我到清遠參觀
了養老院舍的樣版，發現空置率高，相反香港就缺
乏土地，建議香港與內地合作，解決困難」。

黃玉山：鼓勵各行業拓科技
科技發展方面，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認為，本

港不能單靠經濟發展，未來定要有「創造性發展引
擎」，為此，他支持設立創新及科技局，並應改變傳
統的「積極不干預」，按本港所長所需，揚長避短。
他又提倡「四點建議」，包括充分發揮大專院校人
才、對創新科技作大規模投資、鼓勵各行業發展科
技，並要牽頭尋求與內地及珠海等合作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全國

「兩會」舉行前夕，特首梁振英昨日聯同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會見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聽取他們對國家及本港發展的意

見。據了解，與會者較集中關注本港政制

改革以至個人遊等議題，期望政府準確判

斷及掌握民意，不要被民意脅持甚或牽着

鼻子走，並建議政府設立發言人制度，就

政改事宜及時作階段性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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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展開政改諮詢
以來，反對派拋出「三軌制」（「公民提名」、「政
黨提名」及提委會提名）的「政改方案」，死撐「公
提」、「黨提」符合基本法。法學博士、深圳大學教
授、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法學院副院長
鄒平學昨日撰文反駁指，贊成「公提」、「黨提」的
理據不能成立，認為把基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
條與第四十五條合在一起審視，「無論怎樣寬鬆解
釋，都找不到『公民提名』的法定權利，當然就更談
不上實有權利」，公民在選舉中是否享有提名候選人
的權利，並不取決於是否有「隱含權利」，只能取決
於法律明文規定。（按，全文刊A19版）

政改屬公權「法無授權則無權」
鄒平學這篇透過中通社發表、題為《為甚麼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主張不符合基本法》的文章指出，「公
提」、「黨提」衝擊和否定法律明定的提名機制，不
能認為基本法沒有禁止，它們就具有合法性，強調公
權力和公權制度，奉行「法無授權則無權」。他指特
區政制發展，毫無疑問屬於典型的規範配置公共權力
的範疇，故必須有法律的明文規定。他指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沒有規定「公提」、「黨提」，就意味着它們
不是法律授權的提名方法。
他強調提委會是唯一享有提名權的憲制機構，倘允

許「公提」、「黨提」並強迫提委會接受，損害提委
會法定權力的唯一性，「因為提委會的權力已經被僭
越、被架空、被約束甚至可以說被綁架，失去了自己
獨立自主和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的完整權力，使得提名
委員會的提名權力成為橡皮圖章」。他明言不能允許
「公提」、「黨提」，不能賦予其合法化，並批評它
們不僅違法，還無端增加實現普選的成本、難度和風
險，不具備制度理性與可行性。

允對抗者參選 危害「一國兩制」
鄒平學又指出，特別值得警惕的是本港各政黨之間

分化嚴重，其中境外勢力培植、資助某些「逢中必
反」的政黨組織，安插政治代言人，不遺餘力干涉本港事務，
挑戰中國的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倘允許「黨提」，就
可能導致「與中央對抗的人」被提名為特首候選人，將對「一
國兩制」事業和基本法的順利實施帶來嚴重危害。

■梁振英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激進派辱客不悔改 各界批倒米不道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由激進反對派在

背後策動的「反赤化．反殖民」組織，日前在尖
沙咀廣東道粗暴驅趕和騷擾內地旅客，企圖挑起
兩地對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前日表
示，關注內地遊客在港被騷擾事件，支持特首梁
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妥善處理事件，並堅決反對
任何傷害兩地同胞情感的言行。梁振英及多名司
局長先後表示，任何滋擾及不法行為都應受到譴
責，倘有人違法，政府將會依法跟進。面對社會
各界嚴聲譴責，激進反對派仍然死不悔改，昨日
更在網上發起籌款刊登廣告，要求政府「反省」
個人遊政策，再被各界人士狠批是「倒香港
米」，極不道德。

「港獨」分子籌款反個人遊
一直鼓吹「港獨」的「環保觸覺」創辦人譚凱邦

昨日在facebook建立群組，發起一人捐300元、集
資20,000元的籌款運動，下周於本地報章刊登廣
告，聲言政府無正視遊行人士的訴求，反而「抽水
發惡」，要求政府為個人遊政策「深切反省」，又
聲言行動得到大部分港人認同，「甚至為他們肯站
出來而鼓掌」。不過，社會各界人士均指出，激進
反對派的行為形同「趕客」，不僅衝擊本港法治和
經濟發展，更損害兩地人民感情，促請警方嚴正執
法。

包陪慶：毋須「踩自己被窩」
全國政協委員包陪慶接受本報訪問時質疑，激進

反對派針對內地客惡意指罵，背後有「預設議
題」，批評有關行為可笑。她表示，很多港人的父
母，上世紀均是從內地偷渡來港，批評部分港人為
何不肯包容內地同胞，又指個人遊是國家惠港的好
政策。她強調本港是中國的一部分，質疑有人是否
「唔想做香港人、中國人」，又說社會對不同議題
有分歧本屬健康，但毋須「踩自己被窩」，社會應
同心合力發展經濟。

杜惠愷：無禮貌「絕對混帳」
全國政協委員、新世界發展副主席杜惠愷批評，
激進反對派的行為「絕對混帳」，是無禮貌和「趕
客」之舉。他認為反對派在旅遊熱點向旅客叫罵，
嚴重影響本港作為旅遊之都的形象，強調此等犯法
行為，絕非本港市民的主流意願。

陳勇：擾客「不可一不可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表

示，驅趕和騷擾內地旅客的暴行，猶如禁毒委員會
的廣告一樣，是「不可一，不可再」。他批評反對
派「自毀長城」，不止破壞本港法治，更企圖挑起
兩地人民的矛盾對立，應予強烈譴責，更怒斥反對

派刊登廣告，不比謾罵旅客「文明」多少，做法極
不道德，促請他們「迷途知返」，勿再火上加油。

姚祖輝：應包容歡迎同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會長姚祖輝

表示，有關行動肯定會為本港帶來負面影響，強調本
港是法治社會，促請警方根據法律嚴正執法。他指自
己曾留學美國，做過新移民，明白被本地人歧視絕不
好受，呼籲港人以包容開放心態，歡迎內地同胞，又
認為政府可開闢新旅遊景點，疏導人流。

陳方安生：辱罵於事無補
與反對派關係密切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昨
日出席一活動時亦批評「辱罵是於事無補」，因為
會對旅客、商店造成諸多不便，亦會加深兩地矛
盾。她認為絕大部分港人歡迎內地客光臨，但政府
亦應正視市民聲音，了解本港資源、設施有限，難
以應付太多內地旅客，建議政府設立新景點疏導旅
客，或多做教育工作，化解一些因秩序等問題引起
的矛盾。
對於「人民力量」提出徵收「入境稅」，陳方安

生表示，倘政府要花更多人力物力處理過多旅客，
是可在「行政費」上作考慮，但大前提是應先考慮
其他方法，如設邊境商場等措施，但暫時最好不要
收取任何稅項或費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日前騷擾內
地旅客的野蠻行動，備受本港各界批評。眼見事態嚴
重，經民聯副主席張華峰日前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提出
緊急質詢，最終曾鈺成考慮到議題緊急性後否決批准。
張華峰昨日在經民聯新春團拜上透露，曾鈺成考慮到質
詢即使押後效果依然，經民聯稍後會繼續跟進，包括在
大會提出質詢或交由經濟委員會討論。經民聯指，內地
與本港是同根生，不應採取激烈敵對行動不歡迎內地遊
客。

續於立會跟進辱客事件
經民聯昨日在立法會舉行新春團拜，表明未來會繼續
「是其是、非其非」，並會積極發展地區工作，做到
「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
針對近日激進反對派騷擾內地旅客，經民聯主席梁君
彥質疑，示威者口口聲聲講「你們中國人」，但大家卻
是同根生，認為即使不喜歡亦不能以激烈行動不歡迎內
地遊客。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舉例指，即使有港人對日
本侵華有意見，港人亦不會衝擊日本公司，「香港是守
法依法的社會，不是想做甚麼就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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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會於立法會跟進辱客事件。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