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政情與評論

李克強總理昨日發表新一份政府
工作報告，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
家傑竟指，報告提到嚴格按照憲法
及香港基本法辦事，「顯示中央想
以一國壓倒兩制」，梁家傑更指早
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以及
人大「8．31決定」，「比中央領
導人的說話更重要，會更加觸動港

人，影響港人判斷中央是否背信棄義」云云。
原來，梁家傑認為嚴格按照憲法及香港基本法辦事
就是「一國壓兩制」，然則在他的心目中，不按香港
基本法和憲法辦事，才是「一國兩制」的真諦，這是
公然挑戰香港基本法、扭曲「一國兩制」的言論，暴

露梁家傑至今仍不承認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梁家
傑謬論背後反映的錯誤思維，正正是本港政改步履維
艱的真正原因。張德江委員長日前提出希望港澳政協
委員及香港社會，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
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確實有其必要，梁家
傑的謬論就是最有力的例子。
要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就要處理好

「一國」和「兩制」的關係，處理好維護中央權力和
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按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的規定，香港是中央直屬的一個地方行政區，香港享
有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通過香港基本法授予的。香港
雖然享有高度自治，但中央對香港事務仍有實質主
權。簡單而言，「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是「先

與後」、「源與流」的關係，沒有「一國」就沒有
「兩制」。任何涉及本港政治制度的發展，都必須嚴
格按照憲法及香港基本法辦事，這才是「一國兩制」
的法治軌道。
梁家傑身為資深大律師，竟然將依法辦事說成「一

國壓倒兩制」，這種顛三倒四的邏輯令人譁然，如果
不是其法律知識貧乏至此，就是他故意扭曲「一國兩
制」以達致其政治目的，不論是出於哪一個原因，梁
家傑的謬論都應該受到批評。本港政改的一個主要難
點，其實就是社會上一些人包括掌握政改關鍵否決權
的反對派議員，不但不承認憲法及香港基本法，更肆
意扭曲「一國兩制」，意圖改變香港的法律地位，將
香港當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所以，他們才會提出各

種違反香港基本法的政改方案，諸如「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之類，企圖突破香港基本法規定，正是
源於這種錯誤思維。
如果反對派中人能夠全面理解「一國兩制」，切實

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在政改上嚴格按照香
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香港政改怎可能波折重
重？唾手可得的普選怎可能變得可望而不可即？如果
香港社會自覺維護及遵守香港基本法權威，又怎會爆
發持續79天的非法「佔中」？怎會在社會上政爭不
絕，導致香港經濟發展嚴重滯後？
香港的問題浩如煙海，但只要抓住重點，就可以綱

舉目張，迎刃而解。香港問題的關鍵就是能否全面準
確理解「一國兩制」方針，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
權威。這個問題解決好了，其他問題將可輕易解決，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香港將會繼續在政爭的泥濘中內
耗，難有前途。

梁家傑謬論說明全面理解「一國兩制」確有必要卓 偉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3月6日（星期五）

張德江委員長在講話中表示，要積極釋放正能量，
不斷促進港澳與內地民眾的團結和諧。近年來，隨着
港澳與內地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民眾之間出現了一些
摩擦。對此一方面要重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
甚麼問題解決甚麼問題；另一方面，不宜上綱上線，
過度渲染，特別要防止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搬弄是非、
挑撥離間港澳與內地的關係。確實，兩地交往日益頻
繁，民眾交往過程中難免產生一些摩擦，別有用心者
故意利用這些摩擦借題發揮，挑撥兩地民眾感情，企
圖離間兩地關係。近期接連爆發上水、屯門、沙田、
元朗等地的「反水貨」暴力衝擊，一小撮激進者肆意
指罵、狙擊內地旅客，引發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損害
了兩地民眾的感情。

張德江警惕挑撥離間言論具針對性
張德江在講話中提示本港要警惕這些挑撥離間的行

徑，強調要積極釋放正能量，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本
港社會各界都有責任釋放正能量，增進兩地民眾的互
相了解、互諒互讓，駁斥別有用心者的挑撥離間言
論。對於具體問題，應實事求是，具體問題由政策解
決，不要上綱上線，以免破壞兩地人民的信任和感
情。

可惜的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公民黨繼續千方
百計破壞兩地民眾感情，其提出開徵即日陸路離境
稅，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梁家傑說，內地旅客
大部分都是水貨客，但卻未能提供具體統計數字證

實。香港現在的酒店和賓館經常「爆棚」，酒店租金
動輒千多元，如果內地旅客大多是即日來回的水貨
客，那麼這些酒店究竟是甚麼人住的？公民黨還說，
除了考慮引進即日陸路離境稅外，政府亦應同時檢討
「一簽多行」，並嚴格限制巴士及鐵路乘客行李體
積。公民黨用心險惡，要把旅客趕絕，其實明知這些
做法不可行。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即日來
回的旅客收取離境稅？有哪一個國家或地區會限制火
車上的行李體積？按照這種邏輯，香港旅客到外國
去，是否轉機時應被徵稅？如果內地採取了對等措
施，港人豈不是也成了受害者？

公民黨提出這些奇談怪論，真正目的就是要醜化內
地遊客，煽風點火，挑撥離間。香港已經回歸祖國，
內地同胞和香港同胞都是親骨肉，都是自己人。「一
簽多行」涉及深圳300多萬居民，這部分人來港次數比
較多，香港有關措施未能跟上，正確解決辦法就是兩
地通過溝通協商，實事求是採取具體方法疏導人流。
目前，香港居民意見較大的，是許多傳統小商店、小
食店，因為該區遊客多了，租金上升，這些店舖被迫
關門大吉。特區政府應該跟進這些問題，多設立新型
街市，拾遺補缺，把這些被迫關門的小商店恢復起
來。只要不是存心製造對立，歧視內地遊客，而是實
事求是解決，問題將可迎刃而解，兩地都可以在個人
遊政策中蒙受其利。

企圖製造兩地民眾對立 為「港獨」張目
最近反對派利用水貨客問題借題發揮，離間兩地民

眾關係，並且製造了一系列暴
力衝擊事件。他們企圖造成錯
覺，以為多數香港人都不歡迎
內地遊客來港，並且採取排外
態度，歧視內地遊客，攻擊他
們是「蝗蟲」。反對派目的非常卑鄙，要在內地同胞
和香港居民之間進行分化、製造矛盾，達到他們破壞
「一國兩制」，推銷「港獨」的目的。

激進派在網絡上不斷煽風點火，說「內地遊客已經
佔領香港」、「香港已經成為了內地遊客的後花
園」、「內地遊客是蝗蟲」。在網絡上用污言穢語侮
辱內地同胞，結果引起內地一些網民的反擊。激進派
故意挑起語言衝突，就是要離間兩地關係。所以，廣
大香港市民應該在網上向內地同胞解釋清楚，香港有
700萬港人，跑到街上製造甚麼「光復香港」、「驅
蝗」行動的，不外是那兩三百人，完全不能代表香港
人。

所謂「水貨客佔領香港」，完全是誇張和不實的。
經營水貨貨倉的，主要是香港人。當政府採取措施，
取締這些貨倉的業權後，在立法會為這些經營者「呼
冤叫屈」的就是公民黨和民主黨的議員，他們更攻擊
特區政府做得「太過分」了。而且，根據本港海關數
據，水貨客有八成是香港居民，內地水貨客僅兩成。
所以，反對派煽風點火，提出所謂「反對內地水
客」、「光復香港」等口號，完全是胡說八道，以造
謠轉移視線，顛倒是非，企圖煽動港人敵視內地遊
客，製造仇恨，用心惡毒 。

張德江勉兩地民眾互釋正能量 公民黨挑撥離間用心惡毒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出席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時表示，要防止一些

別有用心的人搬弄是非、挑撥離間港澳與內地的關係，強調要積極釋放正能量。張德江的話

具強烈針對性。公民黨借內地居民來港旅遊大做文章，企圖挑動兩地民眾對立。公民黨黨魁

梁家傑及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前日召開記者會，宣稱「要多渠道限制自由行」，提出要開徵即

日陸路離境稅，並指「我們相信去年約3,000萬不過夜的內地旅客，大部分都是水貨客，只

有極少數是一日遊或過境旅客。」這可以說是信口雌黃。所謂「水貨客佔領香港」，完全是

誇張和不實的。公民黨等反對派煽風點火，提出所謂「反對內地水客」、「光復香港」等口

號，完全是胡說八道，以造謠轉移視線，顛倒是非，企圖在兩地民眾之間製造仇恨，用心極

為惡毒，理應受到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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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一批「反黑金關注組」成員昨日
遊行到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辦事
處，批評何俊仁是「佔中」搞
手，且他寬己嚴人，多次漏報持
有物業，更在立法會開會期間，
觀看與會議內容無關的女模特兒
照片，玩忽職守，關注組對此表
示強烈譴責，並要求律政司盡快
檢控何俊仁，停止其一切公職。
「反黑金關注組」一行約20

人，昨日到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於
屯門大興邨的辦事處抗議，他們
均穿上黃色寫有「反黑金」字樣
的背心。他們抵達何俊仁辦事處
後，高舉印有何俊仁及壹傳媒集

團前主席黎智英樣貌的旗幟及橫
額，上面寫有「放港人生路還香
港治法」、「一日有黑金民主哪
有真」、「請佔領搞手AV仁盡
快伏法」等字句，並高喊「肥黎
近臣，最是浸淫！」「名為民主
黨，實為保藥黨！」、「政改落
閘，彰顯真法！」等口號。

漏報物業睇鹹相嘥公帑
關注組發言人批評，何俊仁罪行

罄竹難書，更寬己嚴人，他在2009
年至2014年期間，多次漏報持有
多幢物業，而何俊仁於去年在立法
會會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正在宣
讀財政預算案時，被傳媒拍攝瀏覽

與會議無關的網站，觀看女模特兒
照片，浪費公帑，愧對選民。
發言人續批評，何俊仁身為執業

律師，但同時涉嫌為「佔中」搞
手，慫恿及煽動市民犯法，公然踐
踏香港核心價值，而何日前更與幾
位「佔大」搞手「拒保候查」，目
的是企圖逃避法律制裁，又為阻撓
香港政制發展而計劃辭職啟動「變
相公投」，為香港社會添煩添亂。
發言人要求律政司盡快檢控何

俊仁，停止其一切公職，並呼籲

合資格選民用手上選票踢走知法
犯法及賣國禍港的立法會議員，
「將何俊仁踢出立法會議席！」
他們又促請各立法會議員支持政
改方案，不要杯葛特區政府工
作，「我們要依（香港）基本法
普選！」最後「反黑金關注組」
成員和平離開。

「反黑金關注組」促拉「AV仁」停公職

■反黑金關注組成員昨日到何俊仁辦事處抗議，要求律政司盡快
檢控何俊仁。 文森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兩個反對派政黨公民黨、
工黨昨日要求減少內地居民赴
港個人遊的規模，以及全面停
止「一簽多行」政策。公民黨
建議，特區政府向24小時內離
境的旅客徵收陸路離境稅，以
減低走水貨誘因，有關稅率應
採取累進稅制，即日往來次數
越多，稅率應遞增，具體金額
社會可再商討。
公民黨昨日在記者會上聲

稱，去年約有3,000萬名即日
離境的內地旅客，大部分是水
貨客，只有極少數是一日遊或
過境旅客。面對水貨客問題日
趨嚴重，公民黨建議特區政府
透過重稅手法打擊水貨客活
動，包括向24小時內離境旅客
徵收陸路離境稅，減低走水貨
誘因。
該黨又指，稅率採取累進稅

制，往來次數越多的話，稅率
相應遞增，至於具體金額多
少，社會可再商討。

反對派認限個人遊礙就業
另外，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

雄昨日聯同數名工黨成員到政
府總部請願，要求減少個人遊
人數及全面停止「一簽多
行」。張超雄聲稱，除了上學
和探親理由可獲豁免之外，其
餘內地旅客應恢復「一簽一
行」。他承認，限制個人遊政
策，對商戶經營及就業機會有
影響，但聲稱長遠來說，香港
經濟應走多元化路線，不要只
依賴個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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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促理大炒人
鄭松泰煽青年亂港

該批市民和家長當中有元朗居民，昨日
到理大向校長唐偉章遞交信件，表達

對鄭松泰偏激行為的不滿，以及對下一代或
受影響的擔憂，信件由校方代表接受。請願
人士表示，鄭松泰行為偏激，於「佔領」行
動高峰期曾撰文，稱父母自私自利只顧「搵
食」，沒有「肩負起保衛香港的責任」，如
今才會「連累」年輕一代要「佔領抗爭」。
他又讚揚參與「佔領」的年輕人是「做一個
有尊嚴的人活着」，諷刺反「佔領」父母為
「一頭豬」。

痛心「反水客」參與者最細13歲
此外，鄭松泰日前又「指揮」或發起多區

所謂「反水貨客」行動，包括元朗及屯門，
令這些地區陷入混亂局面。請願家長批評鄭
松泰「以『光復』為名，擾亂社會為實」，
煽動群眾到處擾亂社會安寧，令巿民生活秩
序蕩然無存，引起社會恐慌。他們又指，參
與「反水貨客」行動的人之中，年紀最小僅
得13歲，「令人痛心。」

「缺德」者應滾出教育界
市民義憤填膺，昨日到理大請願，希望校
長唐偉章着手處理有關鄭松泰的聘任，堅持
該校「培育敏於思辨，善於溝通，富於創
見，精於解難，樂於學習，立於仁德的領導
人才」的抱負，讓「欠缺仁德」的教職員離

開教育界。

理大：教員須自行承擔言責
理大發言人回覆指，該校一直珍惜言論自

由，校內教職員可自由地透過不同渠道發表
言論，校方不會對他們的言論負責，但他們
須自行承擔因其言論而衍生的責任。理大又

指，校方時刻提醒教職員要客觀、理性地表
達意見，尊重不同意見和立場。
對於昨日收到社會人士對社會科學系鄭

松泰近日發表的言論及行動的意見，理大
發言人表示，校方會把有關意見向鄭松
泰、其系主任及院長轉達，作出適當跟
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大學是學術、思想、言論自由的地方，但

若由偏激者擔任教職，家長難免擔心。「熱血公民」主要成員之一、香港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導師（Teaching Fellow）鄭松泰，繼早前撰文罵

反「佔中」父母為「港豬」後，日前又「指揮」或發起多區所謂「反水貨

客」行動，引來家長擔憂與不滿。昨日有一群市民和家長到理大請願，要

求該校校長唐偉章着手處理有關聘任，以免下一代在鄭松泰影響下，「成

為破壞社會的一分子。」

■昨日有家長及市民到理大抗議鄭松泰的激進行為，希望校方着手處理，以免影響下一
代。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