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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振英上周宣佈中央邀請全體議員赴滬的消息
後，反對派議員堅持要先知悉將會會面的中央官員名
單。本來，客隨主便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就是說
客人應聽從主人的安排。中央發出邀請，被邀者應客
客氣氣，隨和一點，要尊重主人，隨主人怎樣安排。
但即使是反對派議員要主人「報上名來」，經特首梁
振英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反映及爭取，中央也答允
了。這顯示中央已釋出最大善意，反對派議員應作出
積極回應，珍惜與中央就政改等議題交流意見的機
會。

政改的前車之鑒和成功經驗
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6日釋法所

確定的政改「五步曲」，第一步是行政長官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提出特首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
改；第二步為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兩個產生辦法修
改；第三步是修改方案獲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大多數
通過；第四步方案獲特首同意；最後一步為交人大常

委會批准或備案。五步是必經步驟，缺一不可。在政
改議題上，立法會議員是一個重要的持份者。在政改
第三步，反對派掌握了三分之一的關鍵否定權，特區
政府擬訂的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要提交立法會審議
通過，如果反對派議員捆綁否決，政改只能又一次原
地踏步，全港市民的普選願望也會化成泡影。

在這方面，既有前車之鑒，也有成功經驗。前車之鑒
是，2005年12月21日，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的政改方
案議案，遭到反對派議員綑綁投票否決。反對派議員背棄
民意，否決2005年政改方案，致使香港的民主政制原地
踏步，令社會各界、特區政府和中央方面所付出的心血付
諸東流。2005年香港市民清楚表達了希望立法會通過政
改方案的主流民意，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也都盡了最大的
努力，但反對派議員卻綑綁投票否決，令香港的民主發展
停下來。成功經驗是，2010年政改討論也曾經陷入僵局，
後來之所以峰迴路轉，柳暗花明，就是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包括反對派議員集思廣益的結果。2010年6月20日，時
任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副主席劉慧卿和立法會議員張文光，

走進中聯辦就政改問題交換意見，促進了2012年政改方
案通過。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很明顯，中央邀請全體議員赴滬，就彼此共同關心

的政改議題交流意見，目的就是為了讓政改「五步
曲」能夠依次順利展開。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民主是妥協的制度。香港反對
派一直十分讚賞甚至崇拜英國、美國的民主政治，但
為什麼不讚賞和借鑒英美民主政治中的妥協原則和精
神呢？妥協精神是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妥協意味
發生衝突的從政者在政治過程中，通過作出讓步來
解決衝突，沒有妥協，就只剩下衝突。在香港的政制
發展過程中，存有各種不同的利益訴求。只有各方面
利益的妥協平衡，香港政制才能穩步向前發展。現在
中央主動邀約全體議員會面，出席者又是主管港澳工
作的高官，如今球交了出來，若有人堅拒不接這個
球，責任當然不在中央，而在拒絕接球者身上。

不應在「公民提名」上浪費時間和精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已代表中央就香港普

選作出「一個立場」和「三個符合」的明確宣示，因
此反對派議員訪滬溝通時，也須在憲制軌道上談政
改，而非脫離憲制軌道去談「公民提名」、「政黨提
名」、「三軌提名」等主張，那樣只會浪費時間和機
會。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不久前已明確指出「公民提
名」和「政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不應在這個議題

上浪費時間和精力，
政改討論須回歸到基
本法法律基礎的正
軌，否則 2017 年普
選行政長官這個目
標，會變成「鏡中
花、水中月」。若反
對派議員與中央官員談政改仍然在「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三軌提名」議題上糾纏不休，不但
浪費時間和精力，更浪費了與中央溝通的機會，或令
2017年普選特首目標變成「鏡中花、水中月」。

發揮聰明才智 把「可以」變成現實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去年7月16日與立法會議員聚會

時，表示願意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一道為香港順利實
現普選竭誠努力，並指出把基本法關於普選的規定落
實好，設計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
的普選制度，需要香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每一
位，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再創造。這提示
反對派議員，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設計普
選方案空間仍然很廣闊。例如，2017普選特首提名委
員會的組成，包括委員人數、選民基礎、提名的民主
程序，以至特首候選人名額，反對派議員在這些方面
大可發揮聰明才智，集思廣益，進行再創造。如果反
對派議員能夠珍惜機會，理性務實地討論政改方案，
吸取2010年政改討論的成功經驗，就可能把2017年
「可以」實行普選的這兩個字變成現實。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席

若真希望政改成功 全體議員應該訪滬
特首梁振英日前宣布，已接獲中央通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將會赴上海與到訪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會面，就彼此共同關心

的政改議題交流意見。這顯示中央願意在香港政改問題上與持不同立場的立法會議員溝通交

流、聽取意見。反對派議員若真希望政改成功，就應該以務實、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訪滬，

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就政改議題交流意見。若有議員再不出席，便應驗了港區全國人

大常委范徐麗泰所言，有人希望政改不成功，這是無法向選民交代的。

■龍子明

「鍾氏民調」受到了各界人士批評，「鍾氏民
調」並不符合專業水平，有嚴重的政治傾向和目
的，就是為了操縱和偽造民意，為反對派造勢，煽
動反對特區政府，最後為「佔領中環」服務。
任何的民意調查都要有科學性，反映事實的本
質，絕對不能扭曲。「鍾氏民調」就好像一面「哈
哈鏡」，鍾庭耀說民調反映了特首梁振英的民意支

持度不合格，但原來有六成受訪者說梁振英合格，
這個民意是非常清晰的，但「鍾氏民調」卻用其他
方法進行扭曲折射。所謂平均法，把評分顛倒過來
了。
說穿了，平均法就是減分法。然後，一班反對派打

手就發表文章，攻擊特區政府，民意調查不外是一段
引子，李怡等反共、反政府的文章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先顛倒了調查結果，就是為李怡等寫手顛倒是非的文
章敲鑼打鼓，作出配合。李怡大捧「鍾氏民調」，說
他的「民調就成為唯一反映民意的指標」，唯一也者，
就是鍾庭耀操縱了民意的標準，是非的標準，社會各
界所發表的聲音，都變成「非民意」了，兩者狼狽為
奸的關係是非常清楚的。
李怡之流把中國發生天災，說成了「天譴」，還

寫題為《一毫子都唔捐運動》的專欄文章，宣稱任
何立法會議員如果支持特區政府捐款「都會民望大
失」，這就是李怡所說的「民意」。惡毒詛咒中國
人民和中國政府，冷血黑心，他們的「民意」其實

是反人民反中國的代名詞，永遠站在中國人民利益
的對立面。李怡政治觀點之離譜、偏激、違背良心、
為外國主子發言，香港讀者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李怡赤膊上陣，為「鍾氏民調」站台撐腰，謾

罵揭露其民調沒有科學水平和理據的報紙，卻又列
舉不出任何統計學的理據，這不可能幫「鍾氏民
調」增加可信性，恰恰相反，只能證明鍾庭耀是李
怡的同路人，彼此都是靠造假搞心戰，同樣為外國
老闆服務。人以群分，臭名昭著的造謠專家為聲名
狼藉的民調販子鳴鼓打氣，越描越黑，正中了廣東
一句俗話：「筲箕冚鬼一窩神」。

李怡為何替鍾庭耀打氣？ 徐 庶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業界促分流旅客 免有人激化矛盾 黃士心批「不歡迎內地客」極錯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在兩會期間，
提出責承港澳辦調查香港承受旅客數量的問題。本港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旅遊界人士及區議員對此抱持正
面態度，認為個人遊實施逾10年，現時是適當的審視
點，期望中央就實際情況適當調整政策，並促請特區
政府做好擴容及分流旅客工作，提防有人藉此激化內
地與香港的矛盾。
個人遊政策近期備受關注，「港人講地」網站在其

「政論擂台」環節中，邀請了多位嘉賓探討中央着手
研究香港旅客承載力問題。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
認為，中央今次的調研是從關心的角度出發，但問題
最終仍要由香港去解決。他引述政府數據指，本港目
前有25萬旅遊業從業員，業界的漣漪效應亦相當大，
「除了酒店或旅行社，亦能帶動餐飲、零售，而其他
牽動的還有運輸、物流。若計算有關既數字，保守估
計有60多萬人，甚至有人說達100萬人」。

姚思榮：晦氣態度嚇走外國人

姚思榮重申，個人遊對港帶來很大裨益，港人倘對
此採取晦氣及抵制的態度，只會令外國遊客也對香港
望而卻步。他呼籲社會各界應以積極心態應對個人
遊，並建議政府清晰區分水貨客、各類旅客及高消費
客，再有針對性地增加配套，做好分流。例如可考慮
盡快建設邊境購物城，同時透過宣傳引導旅客分散到
18區的郊野公園及博物館等特色旅遊點，以減輕尖沙
咀、旺角等地居民的壓力。

林志挺：旅客減前線首當其衝
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總幹事林志挺亦引述近日一

項調查指，大部分相關工種的前線員工承認，目前逾5
成營業額有賴個人遊，一旦旅客減少，首當其衝是基
層前線員工。此外，印刷業等表面看似與個人遊無關
的工種，原來同樣靠個人遊帶動印刷收據來翻身，換
言之本港零售業受影響，他們同樣會慘受牽連。
林志挺強調，個人遊是中央為振興香港經濟而推出

的措施，政策推行逾10年，現時由中央出面調研，相

信是為了解決個人遊對香港民生或其他層面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從而繼續支援經濟發展。

何永謙：個人遊貢獻社會認同
前衛生及福利局副局長何永謙表示，香港社會各界

都認同個人遊帶動了旅遊、零售、餐飲等行業，對香
港經濟貢獻巨大，但強調重新審視個人遊推行後的香
港承載力亦十分必要。他呼籲特區政府更加積極處理
問題，特別是在擴容方面多想辦法，又提醒要提防部
分人借個人遊作為藉口，激化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矛
盾。

劉國勳：歡迎中央調研承載力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劉國勳亦歡迎中央就香港的旅客

承載力進行調研，並建議中央可從兩個方面作考慮，
包括着力增強內地居民對內地食品的信心，以及關注
人民幣不斷升值，導致更多內地居民樂於在港購物的
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對於近期網民發起多宗
針對個人遊及辱罵內地旅客事件，康泰旅行社董事長黃
士心批評，有關行為有損香港形象，又認為不歡迎內地
遊客的言論是錯誤。他解釋，旅遊業對本港經濟重要，
無論是零售、飲食及交通運輸業等都會受其影響。
從事旅遊業達40年的黃士心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
指出，內地旅客「過門都是客」，不應該針對他們作出
不禮貌的行為。他又指，「有部分人說不歡迎內地遊
客，這些言論是錯的，繁榮的城市一定要有遊客」。他
續說，本港零售、飲食、交通運輸等都與旅遊業互相影
響，旅客來港旅遊對香港經濟十分重要。對於有部分人
指本港旅客數量過多，造成擠迫，他說港人適應力強，
且遊客訪港時間短暫，認為港人有能力適應。
另外，隨着內地高鐵通車及香港啟德遊輪碼頭啟用

後，黃士心認為要改變以往乘搭飛機單一的旅行模式。
他指出，現時本港旅行社推出不同的高鐵遊，深受市

民歡迎，當中康泰的潮州高鐵團，早於出發前3個月已
經滿額。他認為，配合本港郵輪碼頭的啟用，旅客可以
乘搭郵輪到內地、台灣等地方旅遊，相信旅遊業前景樂
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鄉議局表明或籌組新政
黨，更好地維護新界人權益，
引起政界熱議。鄉議局主席劉
皇發昨日在鄉議局大會致辭時
說，組黨是嚴肅的事，需要時
間進行詳細分析及全面考慮，
絕非三言兩語及「一窩蜂」就
能成事，故鄉議局未來會多召
開集思會，整合好鄉事組合力
量，這才是務實、負責任的做
法。

非「一窩蜂」便成事
劉皇發昨日在鄉議局大會發

言時直言，鄉議局組黨是嚴肅
的事情，並非「買棵菜」或
「組團旅行」，而是關乎新界
鄉事及居民組黨，並非三言兩
語及「一窩蜂」就成事，「當
然，我們人才及錢財都不成問
題，但如何整合、如何令新成
立政黨發揮作用及創出成績，
這並非三言兩語及『一窩蜂』
去就成事」。

他續說，鄉議局是法定諮詢機構，身
為鄉事委員會及村民代表，根據法例受
政府資助，因他們組黨與鄉議局法定地
位並無牴觸，但政黨營運及定位需要周
詳計劃，現階段會先整合好鄉事組合力
量，「鄉議局過去曾經參與大多選舉，
有成功亦有失敗。政黨政治是大勢所
趨，但政黨營運及定位就要周詳計劃。
未來會多開集思會及搞好選民登記」。
劉皇發又說，鄉議局會就政府無償將鄉
村及私人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繼續致力捍
衛鄉民合法權益，「若鄉議力量再不團結，
很快就會被人不斷分化。為此，我們要整
合力量，以合適方向捍衛鄉民合法權益」。

偏見終拖垮香江
港青拒外來競爭

港大昨日舉行第一百九十屆學位頒授典
禮，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5位傑出人

士，包括黃仁龍、國家衛生部前副部長黃潔
夫、知名導演許鞍華、醫生李維達、禪師釋
一行，並由黃仁龍代表致辭。

多元社會改變無可避免
黃仁龍在致辭時表示，最近人們都喜歡問
香港有沒有改變，但他指出，社會上本來就
是多元的，改變也是無可避免。不過，他指
出，有3項原則可讓香港人正面地、勇敢地
擁抱轉變，就是「與核心價值尤關的事情，
要以正直的態度面對；非核心的事情，務必
要包容、擁抱多元價值；在所有的事情上，

須憑着愛心」。
他又表示，基於不安、無知、懶散而衍生

出來的拒絕改變心態，會令社會停滯。他又
語重深長指，像香港這樣的經濟體，大家的
適應力與香港的進步或退步密切相關，坦言
香港不能承擔固步自封或自滿的後果。

勿借「本土文化」作擋箭牌
黃仁龍曾聽到有人訴苦，指現時香港的年

輕人逃避競爭，而且尤其逃避外來的競爭，
並擁抱保護主義，躲在「本土文化」、「香
港人身份」種種說法的背後，「作為自己逃
避一場必須面對的競爭的借口」。
他直指，這些年輕人「放棄全球化的廣闊

思維，流於狹隘的族群觀念」，並讓偏見和
歧視如野草般滋長，「在有限資源的情況
下，這種種的差異，誘發種種的不耐煩、彼
此埋怨、排他，甚至衝突，拖垮香港」。
所以，黃仁龍強調對非核心的事表現出包

容和自由，希望大家能尊重不同種族、文化
及地方的人，也能尊重不同的想法、言論和
行為。他亦希望這能讓大家打破慣性，勇於
面對不同及改變。

慷慨施予多為別人付出

他強調，維護正直、道德、勇氣等優良品德
的基礎，在於個人及社會採取甚麼樣態度。他
藉此鼓勵大家慷慨施予，多為別人，為社會大
眾付出。
黃仁龍又指，好人好事不止發生於「夢工場」

所製作的電影，在香港也隨處可見，例如在深水
埗賣廉價飯的明哥、畢生奉獻樹仁大學而於早前
辭世的校長鍾期榮等，只是港人太忙而未能發現，
「如人人能夠慷慨施予，雖則面對種種的轉變與
困惑，香港仍將是一片充滿希望的地土」。

黃
仁
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昨日接受香港大
學頒授名譽法學博士。他在致辭時表示，「本土文化」、「香港人身份」
雖然有其重要意義，但有年輕人卻用這些價值作為擋箭牌，拒絕外來的競
爭。他坦言，這樣的年輕人「放棄全球化的廣闊思維，流於狹隘的族群觀
念」，並指這會令偏見和歧視如野草般滋長，拖垮香港。他呼籲大家在非
核心的事情上要多作包容、擁抱多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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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龍黃仁龍、、黃潔夫等昨出席港大頒授典禮黃潔夫等昨出席港大頒授典禮。。港大供圖港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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