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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日前發表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反對派反應「激
烈」，並借此煽動違法
「佔中」。全國工商聯副
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盧文端（見圖）
在《明報》撰文，認為白
皮書是對反對派搞對抗者的警示，反對派必須放棄
以否決普選、「佔領中環」威嚇中央讓步的幻想，
回到基本法軌道討論普選問題。
《明報》昨日刊出盧文端題為〈泛民須正視白皮

書傳達的重要信息 〉的文章。文中指，白皮書講
明，中央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區高
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具
有強烈現實針對性。
他說，「最主要的是泛民中的有些人不認為香港

的普選是『一國』之下的地方行政區域的普選，而
是當成一個國家或獨立政治實體的普選。泛民離開
基本法有關提名委員會的規定，另搞『公民提
名』，將所謂『國際標準』凌駕於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之上，等等，都是不尊重『一國』原則的表現。
泛民這些違反『一國』原則的要求，中央當然不會
接受。」

棄企圖逼迫中央幻想
盧文端指出，白皮書已清楚劃定普選兩條底線：

一是依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選的法律底線；
二是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
的人不能當特首的政治底線。中央這次通過白皮
書，白紙黑字向全世界宣示香港普選底線，顯示中
央堅持普選底線的原則立場是不可動搖的。當然，
也是告訴反對派中那些企圖逼迫中央在底線上讓步
的人，必須放棄幻想。
他又引用白皮書在「結束語」中，特別強調「要

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
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實施」。「這顯然也是講給泛民中人聽
的。」
盧文端解釋指，中央對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在香港培

植代理人一直心存疑慮，是反對派中人造成的。例如今年4
月初，李柱銘和陳方安生高調訪美，並與美國副總統拜登會
面討論特首選舉。5月初，美國助理國務卿拉塞爾訪港，邀請
民主黨、公民黨、工黨黨魁「商談」香港政改問題等，「這
些所作所為引起中央高度警覺。」

與外部勢力劃清界限
他強調，白皮書給反對派的提醒和警示是，「如果泛民人

士真心希望落實普選，就須尊重『一國』，不要衝擊普選底
線，與外部勢力干預普選的行為保持距離，劃清界限，回到
基本法的軌道上討論政改，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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鴿黨擱置會張曉明 各黨批愚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在與中央

溝通的問題上，一直表現「扭擰」，昨日更以不滿
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為由，單方面宣稱「擱置」原訂下月初
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商討普選的會面。立法會各黨
派議員坦言，民主黨主動放棄溝通十分可惜，是很
愚蠢的做法。中央大門永遠打開，希望反對派不要
關上溝通大門。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突然宣布，該黨對白皮書
的發表「感到非常憤怒及不滿」，故中委會前晚決
定「擱置」原訂下月初與張曉明商討普選的會面，
並要求中央「收回」白皮書。負責與中聯辦聯繫的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則稱，白皮書發表「破壞了對話
的氣氛」，無助他們爭取「真普選」，故他們於昨

晨通知中聯辦有關的決定。不過，她稱，該黨會繼
續與中聯辦保持聯絡。

葉國謙：所謂不滿僅藉口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質疑，民主黨稱

不滿白皮書而拒絕會面，只是一個藉口。英國駐港
總領事早前邀請反對派「食早餐」，他們就「仆倒
去」，令他不明白反對派為何「諸多扭擰，拒與中
聯辦官員會面。」他說，大家在政改問題上應保持
溝通，但民主黨就把溝通之門關上，「自己攞嚟
衰！」

王國興：冀莫關溝通大門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直指，白皮書只重申了中央治

港原則，普遍市民對此並無不滿，但民主黨以此為
由主動放棄溝通，是把自己推到死角，對推動特首
普選毫無幫助，是十分可惜也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他認為，中央大門永遠打開，希望反對派不要關上
溝通大門。

林健鋒籲放下成見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反對派應以整體利益

為重，放下個人或政黨成見，把握與中央打開溝通
之門機遇。倘若採取威脅性或對抗性態度，絕非就
政改達成共識的好開始。

林大輝：對抗無助社會發展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質疑，在與中聯辦官員會面一

事上，反對派不斷搬出不同理由，「推來推去」，
單單會面地點就有很多意見，「誠意何在？」他批
評，反對派經常擺出一副對抗態度，這對香港社會
整體發展並無好處，「真心想問一句，究竟佢哋
（反對派）個心諗緊咩？」

特首：積極研建地下城 適時公布
立會午宴回應議員 關注「個人遊」問題

午宴昨日在立法會宴會廳舉行，特首
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與9名局長出席，歷時
約1.5小時。午宴共37名議員報名，包
括5名反對派議員，但當中最後只有民
主黨黃碧雲、公民黨郭家麒赴會。

主家席全屬民建聯議員
曾鈺成、梁振英、環境局局長黃錦

星、行會成員史美倫、立法會秘書長
陳維安及行政署長蔡潔如坐在主家
席。巧合的是，坐在主家席的全屬民
建聯議員，包括李慧琼、陳克勤、鍾
樹根、葛珮帆和何俊賢。
坐在特首旁邊的李慧琼笑言，能與

特首和一眾民建聯黨友同桌吃飯，是

「緣分加上緣分」。據她了解，有關
安排是抽籤而定。

與李慧琼議少數族裔學習
她透露，席間向梁振英表示，民建

聯打算今夏訪問尼泊爾，研究少數族
裔問題，並引述梁振英指，特區政府
十分關心少數族裔在香港學習情況，
並有決心落實施政報告的措施，把少
數族裔將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目標做
好。
李慧琼續說，她同時向梁振英提及

「個人遊」問題，要求特區政府應加
快興建地下商業城，既可促進經濟，
又可減低「個人遊」對市民生活影
響。她引述梁振英指，政府正在做功

夫，時機成熟會向外公布。她又向特
首提出，政府積極覓地建屋的同時，
應考慮如何加強交通、環境等配套設
施。

王國興讚黎棟國撰文批「佔中」
與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同桌的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則說，黎棟國日前

撰文批評違法「佔中」，令市民明白
「佔中」害處，值得稱許。
郭家麒則帶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道具交予梁振英，要求
政府落實「真普選」。他引述梁振英
指，現時在香港持外國護照的人，亦
有權投票選特首，反映基本法容許的
普選，比國際慣例更寬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午宴請行

政長官梁振英、多名司局長、行政會議成員與立法會議員，約

30名議員出席。據了解，特首梁振英在午宴上未談及「一國兩

制」白皮書或政改問題，但提到社會關注的「個人遊」問題，指

政府正為興建地下城積極做功夫，適當時候會向外公布詳情。

■特首梁振英與司長局長等出席午宴。
黃偉邦 攝

■曾鈺成宴請政府官員及議
員。 黃偉邦 攝

從四川簡陽到成都看病的
石大爺，今年85歲，不願
意住成都蜀都花園20樓的

家中，其孫兒石亮在大廈1樓門
廳為其搭起臨時帳篷，方能睡得
踏實。石大爺說，「樓上出不了
氣。」石亮對此也很無奈，「他
在上面受不了，沒辦法。」
為避免鄰居說老人子女不孝

順，爺孫倆特意在一樓醒目位置
張貼紙條，詳細說明了石大爺患
肺病，在家裡感覺不通風，呼吸
困難，因此住在樓下。自石大爺
住在1樓後，石亮每天早上6點
起床，給爺爺買早餐、餵藥、點
眼藥水；晚上要等石大爺睡着
了，石亮才上樓休息。

■本報記者劉銳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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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巨型變變形形金金剛剛

深圳「闖王」半年闖紅燈102次罰10萬

八旬翁不慣住高樓八旬翁不慣住高樓
乖孫助樓下搭帳篷乖孫助樓下搭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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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
春市 5 月

31日一輛前往袁州區金
瑞鎮的客車上，一名男
子突然持菜刀行兇，宜
春三中高三學生柳艷兵
不顧自身被砍的劇痛，
奮不顧身成功將歹徒按
倒並將兇器奪下，事件
造成包括柳艷兵等5名
乘客受傷。
前日，中華見義勇為

基金會授予「奪刀少
年」柳艷兵「中華見義
勇為楷模」稱號，柳艷
兵成為獲得該稱號的第
一人。目前，柳艷兵在
宜春市人民醫院接受治
療，精神狀況良好。

■新華網

上周以來，在龍門工業園內，一尊造型奇特的變形
金剛格外奪人眼球。楊屹希望，在變形金剛去北

京之前，能先在湖北展出，供大家參觀。
25歲的楊屹目前在新西蘭留學。談起創作的初

衷，他說：「作為男孩，大家都喜歡變形金剛，我也
不例外。兒時，媽媽總給我買變形金剛玩，我拿着不
捨得放手。之後，就總夢想着有朝一日自己做個變形
金剛出來。」

青年耗兩個月圓夢
這個夢想一直伴隨着楊屹的成長。2008年，楊屹
上大二，他覺得應該做個與眾不同的變形金剛，「我
只想做屬於自己的變形金剛，當時用塑料泡沫做了個
一人多高的變形金剛，後來給朋友們看，他們都說非

常有創意。」此後，他更加癡迷於製作各種機器人。
為讓作品精益求精，從今年2月起，楊屹每天早早

起床，一直忙到深夜，耗時兩個月，終於做成巨無霸
變形金剛。「光是原材料都花了10萬多元錢。」巨
無霸變形金剛身上有6個報廢的輪胎，還有多種報廢
零件。楊屹父母都是東風公司職工，他知道每年報廢
好多汽車配件，覺得很可惜，遂決定變廢為寶。
大學期間，他和朋友開設工作室，先後製作18

個類似作品。2012年 4月，他和團隊受邀參加北
京國際電影節，大黃蜂、擎天柱、威震天等大型
變形金剛在鳥巢主會場展出；同年作品擎天柱在
鄭州展出，當月作品御天敵在天津舉辦的世界級
大型汽車文化展；兩個月後，該作品在深圳福田
商業中心展出。

深圳交警日前曝光了十大衝紅燈違
法車輛，其中一輛海馬牌私家車半年
闖紅燈逾百次，且均未處理，另有超
速、違法變線、逆行等違法各1宗，
成為統計期內次數最多的「闖王」，
罰款累計10萬多元，並扣罰612分。

據統計，1至4月深圳交警查處闖紅
燈違法81424宗，同比上升14.74%，
其中外地車佔兩成。
今年以來，深圳交警局利用近2000

套電子警察設備，對衝紅燈違法行為
嚴格查處，1至 4月查處該項違法
81424宗，較去年同期70965宗上升
14.74%，每套衝紅燈設備查處量同比
去年上升7.45%。
近日，交警統計出今年1—4月份衝
紅燈違法排名前十的10輛車。其中，
衝紅燈前十中6輛為深圳本市車，1
輛為東莞車，另有3輛是外省車。其
中，粵B3LF42半年闖紅燈高達102
宗，排在首位。據悉，該車闖紅燈的
地點集中在南山區創業二路大寶路路
口東方向25宗、留仙高職院西側路口
東方向12宗、洪浪北二路—留仙三洪
浪北二路路口南方向10宗。

■本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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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
李順桃（左一）向柳艷兵頒發綬帶、
榮譽證書和獎金。 網上圖片

■■巨型變形金剛巨型變形金剛。。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楊屹（右）與同學一起用廢鐵製造
變形金剛。 網上圖片

■■粵粵 BB33LFLF4242 的海馬型汽的海馬型汽
車車，，近半年闖紅燈近半年闖紅燈102102宗宗，，
其中僅其中僅11至至44月闖紅燈違法月闖紅燈違法
就有就有8181宗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湖北十堰市青年楊屹是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生湖北十堰市青年楊屹是中央美術學院畢業生，，他變廢為寶他變廢為寶，，兩個月前將報兩個月前將報

廢汽車零部件打造出巨型的廢汽車零部件打造出巨型的「「機器人機器人」，」，日前終於製作出的一尊日前終於製作出的一尊1212米高米高、、總總

重量則達重量則達1010噸的巨無霸變形金剛噸的巨無霸變形金剛，，相當於相當於77個成年人的身個成年人的身

高高，，預計在月底被送往北京展出預計在月底被送往北京展出。。除了巨無除了巨無

霸變形金剛外霸變形金剛外，，楊屹還打造出形態各異的機楊屹還打造出形態各異的機

器人器人，，不僅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不僅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就連國際就連國際

巨星成龍也對其稱讚不已巨星成龍也對其稱讚不已。。 ■■人民網人民網

近日，華南理工大學五山
校區第六食堂驚現高大上自
動打飯機，引發青年熱烈討

論。據校方介紹，這台「立櫃」
是國內第一台全自動售飯機，由
華工後勤集團與伊立浦共同合作
研發。免去人力，定量精準，自
動分飯，平均2.5秒打完一份飯。
華工學子，再也不用擔心打飯大
媽手抖了。目前華工第六食堂的
兩台正在調試中，下學期，打飯
機有可能向華工全部食堂推出。
據華南理工大學飲食服務中心

副經理邱具慶透露，在後勤集團
收集就餐意見中，學生們反映

「大媽手抖」，打飯分量不一的
情況可不少見。而現在，打飯機
能精準到 2両、3両的定量分
飯，有保溫功能，恆溫出飯，保
障口味。全程免人手接觸，自動
打飯機便捷快速標準，打一份飯
2—3秒。
不過，現在的兩台是樣機，不

是正式的產品，試用一個月。預
計到下學期，華工的所有食堂
裡，包括大學城校區，都將根據
就餐人數，配備4—6台不等的自
動售飯機。華工學子將享受到
「中央·智能」廚房的福利了。

■本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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