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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毫無誠意自斷溝通之路
自政改諮詢啟動以來，中央在與反對派議員
溝通方面，一再釋出誠意和善意。去年 4 月，中
央就邀請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的全體議員訪問
上海，與中央負責香港事務的三位主要官員就
政改等議題進行溝通交流。然而，反對派對訪
滬之旅一直扭扭擰擰，有激進派議員更上演
「中途折返」鬧劇。儘管如此，中央還是繼續
向反對派釋出善意，張曉明主任及後更分批與
立法會反對派「飯盒會」議員會面。本來，中
央官員已積極安排與反對派會面，但反對派又
炮製一場聯署鬧劇，自斷溝通之路。既然反對
派關上溝通大門，當然要為此承擔責任。
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次聯署鬧劇是反對派中
的激進派綑綁溫和派的政治行動。激進派由始
至終都無心推動普選，一直千方百計綑綁溫和
派否決政改，他們是名副其實的「民誅派」。
實際上，對於前日的聯署，有些反對派的溫和
派議員並不認同，有些人故意不出席記者會。
他們只是怯於激進派的施壓而被迫綁上對抗的
列車。反對派的溫和力量應看清大局，看清廣
大市民都希望落實普選的主流民意，拿出魄力
和勇氣突破激進派的綑綁，不要做扼殺民主的
「民誅派」。倘若如此，政改的通過還是有希
望的。

法庭向暴力辱客行為發出警告
警方拘捕上周日反水貨客示威者 7 人，
其中 3 名被告昨日提堂審訊。裁判官指反
水貨客活動轉趨嚴重，三名被告都很年
輕，對他們的行為感到失望。法官頒下禁
足令，禁止 3 人保釋期間踏足屯門及須遵
守宵禁令。反水貨客活動已轉趨暴力化、
年輕化和蔓延化。法官對三名青少年暴力
辱客行為的初步處置，已清楚發出警告。
年輕人切勿以身試法，自毀前途。
新界多區連續爆發反水貨客示威，行
動轉趨暴力化，而且愈演愈烈。在此前
所謂「光復元朗」行動中，示威者衝擊
警方防線，警方在行動中檢獲多款自製
攻擊性武器。連續幾星期的所謂「光復
行動」，一小撮人的暴力行徑不斷升
級，警方須果斷制止，不能讓香港淪為
暴徒肆虐、暴力泛濫的城市。
3 名被告中有兩名 16 歲男中學生，另一
名是 21 歲女大學生。這顯示一些青少年
學生捲入反水貨客暴力犯法行動。激進
組織通過互聯網煽動年輕人參與激進暴
力行動，年輕人特別是中學生心智尚未
成熟，容易受到煽動，不懂得節制，家
長和學校應加以正確引導，避免子女被

人利用而承擔罪責。無論青少年或成年
人，犯了法都要承擔後果，特別是青少
年犯了法，將留下案底影響一生，青少
年應知曉其中利害攸關，勿被煽動誤入
歧途。
暴力分子來來去去都是那麼一群人，
他們可以在一日之內反轉多個地區，所
到之處亂象叢生。上周日暴力分子翻轉
上水屯門再鬧尖沙咀，從針對藥房、衝
擊商場、阻止過境巴士開車，到暴力攻
擊內地旅客。有些行動事先張揚又聲東
擊西，使警方疲於應付。反水貨客活動
轉趨蔓延化，當局更需嚴厲執法，阻止
反水貨客活動蔓延禍害全港。
裁判官指出，「過門都是客」，香港
人外出也不希望受到相同遭遇。香港人
外出特別是到內地，絕不會受到暴力驅
趕對待。少數激進分子暴力驅趕內地旅
客不能容忍。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呼
籲，市民應認清兩地經濟民生高度共
融、合作日益密切的大趨勢，兩地民眾
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堅
決制止破壞兩地同胞信任和感情的行
為。

違憲阻政改 反對派難卸責

：

黃英豪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李飛即將訪港前夕，反對派議員突然發表
聯署，聲稱將否決根據人大「8．31 決定」框架
制訂的政改方案。反對派的聯署聲明，不僅說
明其不尊重人大的憲制權力，也反映其毫無溝
通誠意。李飛取消訪港與反對派議員見面的安
排，說明中央在原則底線上絕不會讓步。反對
派的政治敲詐不會奏效。反對派必須放棄企圖
突破人大決定的幻想，回到憲制軌道上來。反
對派聯署聲明的另一個令人擔憂之處，是反對
派中的溫和派被激進派綑綁，直接威脅政改方
案的通過。反對派的溫和力量需拿出勇氣，擺
脫激進派綑綁，順應主流民意，給特首普選放
行。
溝通貴乎互相尊重。反對派雖然對外聲稱希
望與中央官員見面交流，但當李飛確定將要來
港出席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慶祝活動與反對
派議員會面時，反對派議員卻急急發表威脅性
的聯署聲明，聲稱堅決否決按照人大「8．31 決
定」制定的普選方案。反對派議員的聯署聲
明，公然挑戰人大決定，否定本港政改的憲制
基礎，企圖以本港政改前程作政治敲詐籌碼，
迫使中央接納其違法違憲的政改訴求。這肯定
是行不通的。

兩會聚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和總理李克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
道）激進分子近期多次藉口「反水貨
客」，以暴力衝擊無辜旅客和市民，引
發各界強烈譴責。本身為律師的全國政
協香港委員黃英豪認為，一些人別有用
心誇大內地社會問題和兩地矛盾，損害
兩地關係。他認為，港人只要理解國
情，社會多做正能量宣傳，便可排除誤
解，促進兩地融合，不讓別有用心者離
間兩地感情。

近日於兩會期間分別強調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的重要性。本身為律師的全國政協香港
委員黃英豪日前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憲法和基本法就是落實普選的法律基礎，離開法
律基礎的方案都行不通；反對派如果最終否決政改方案，承擔阻撓民主發展的責任理所
當然，豈能裝糊塗推諉責任。他呼籲，在立法會就政改方案投票前的幾個月時間內，各
界更應積極發聲，以強大民意要求反對派議員通過政改方案。

黃英豪在訪問中指出，今次在北京出席全國兩
會，從張委員長的講話，到李總理的政府工作

報告，以至中央分管港澳事務的主要官員，均先後強
調依法落實普選的期望，再次體現中央堅定不移支持
香港特區按照基本法和「8．31」人大決定落實普
選，說明中央支持香港普選的誠意不容懷疑。

紛爭以對話處理 極端終車毀人亡
他說：「任何紛爭最好以對話處理，走向極端只
會車毀人亡。現時不同人士意見紛紜，如能看看憲法
和基本法這些法律基礎，就會知道普選必須在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會決定下落實，其他超越這些法律基礎的
方案都不可能實現，這是香港的政治現實。」
反對派 27 名立法會議員，日前聯署否決任何按「8
．31」人大決定推行的政改方案，黃英豪批評，有反
對派人士把自己否決政改方案的責任，說成所謂中央
設成的「圈套」，甚至指中央無意溝通，完全是無中
生有，是企圖將自己的民主責任推諉他人。他指出，
中央領導人多次強調政制發展對香港的重要性，所謂
「設局」，「說的人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央
政府管治泱泱大國，誰會有這種想法？這絕對是陰謀
論，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所謂的『泛民主派』真正想
香港有民主，便應該讓政改通過。」

回歸20年實行普選 顯中央誠意挺政改

他續說，即使 2017 年落實普選，中央仍要面對各
種新問題，「如果真有普選，豈止現有 300 多萬個選
民登記？一些平時不關心政治的市民，不在區議會立
法會登記做選民，但知道手中一票可選特首，都會參
與投票。屆時選民人數突增百萬不足為奇，特首選舉
不確定性亦相應提高。然而，中央仍願意為香港政制
改革作出莊嚴承諾，在香港回歸短短 20 年，便讓香
港可以實行普選，說明中央有誠意支持香港政改。」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總理李克強分別在講話
和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必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權威，
但反對派仍知法犯法，漠視基本法和「8．31」人大
決定的要求。黃英豪直言，有人對清楚不過的法律基
礎視而不見，仍堅持這些極端言論，只能說這些人在
香港回歸 18 年後，仍然根本不願承認香港憲政架
構。

只強調負面 無助促兩地交流

民意沒表達 議員漠視沉默多數
特區政府最快今年 6 月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案表
決，進行政改「第三步曲」。對於如何化解目前政改
僵局，黃英豪認為，這需要各界人士在不同場合多發
聲：「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功能界別議員，也要考慮界
內選民的意見，沒有民意表達，一些議員便會漠視沉
默多數的意見。如果做了很多發聲工作，形成更大民
意，就有可能要求這些議員回應民意，令政改向前
行。」

■黃英豪表示，憲法和基本法就是落實普選的法律基
礎，離開法律基礎的方案都行不通。
鄭治祖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個人遊」成為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兩會」提案的熱門議題。其中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劉佩瓊建議，在管理技術層面解決問題，包括在口岸設立
旅客限額，並嚴打水貨客，更可考慮限制深圳居民「一簽多行」
的數目、申請理由及每年出入境次數。

她建議香港可參考一些旅遊區，在口岸設立旅客限額的制度，
雖然手續麻煩，但以現時資訊科技發達的程度，卻不是不能解決
的。

建議口岸設旅客限額

劉佩瓊又建議，嚴厲打擊水貨客。她表示，水貨客有香港人也
有深圳人，單獨處理深圳「一簽多行」水貨客只會有利於港人水
貨客，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如果內地海關嚴格檢查過境的行李，
應該有一些效用，否則可考慮限制「一簽多行」數目、申請理由
及每年出入境次數。
她認為，應加快建設邊境商業區，因世界很多城市都有相應的
設施，而國家與外國接壤的城市很多都有類似的安排，如雲南與
緬甸、廣西與越南，黑龍江黑河與俄羅斯等。至於在香港，落馬
洲及西部通道都有條件設立邊境商貿區。

考慮限「一簽多行」 建邊境商業區

■劉佩瓊建議，在管理技術層面解決「個
人遊」問題。
資料圖片

自由黨今見王光亞 批反對派聯署
「武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 自由黨主席、紡織及製衣界立法會議員
鍾國斌昨日透露，自由黨今日將在北京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了
解在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下，中央處理香港政改問題的寬鬆
及彈性空間。他並批評，反對派在特區政府公布政改方案前聯署表態
否決，是過早下定論。
■鍾國斌批評反對派聯署表態
否決是過早下定論。 資料圖片

了解中央對港政改彈性空間
鍾國斌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自由黨今日將在北京與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會面，會面主要了解在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下，中
央處理香港政改問題的寬鬆及彈性空間，「當特區政府提出具體方案
後，自由黨會因應空間討論方案的可行性。」
針對香港激進反對組織不斷借「反水貨客」為名暴力衝擊。鍾國斌批
評，連串的「光復行動」的做法不智，期望政府正視「水貨客」問題，
「水貨客問題早已浮現，但政府沒有正視問題，甚至是處理不當。」他
並表示，該黨的港區人大代表劉健儀在「兩會」期間，建議調整「一簽
多行」為「一日一行」，期望優化政策以平衡工商界及民生訴求。

內地過去發生「毒奶粉」和強拆收地
等問題，黃英豪在訪問中坦言，這些問
題的確需要正視，然而，一些人把內地
的食品安全和環保等問題誇大，只強調
負面印象，無助促進兩地交流，這只能
是別有用心者蓄意傷害兩地人民感情的
伎倆。
部分港人對內地亦存在管制過嚴的印
象。黃英豪指出，部分港人可能未必意
識到，中國那麼大的國家，必須穩定才
能治理好，從嚴管治有中國國情本身的
考慮。他認為，港人多了解國情，特別
是青少年加強對國家的感受，自可增加
對內地社會的理解，促進兩地和諧。
他又提到，港人對中國每年的GDP發
展習以為常，沒有留意到這是中央決策
下的結果。他說，香港應多做有關內地
正能量的宣傳，講解中央政府決策的背
景和內地社會情況的方方面面，可以加
深港人對國家發展的認識，避免片面訊
息誤導。

譚耀宗籲少說不利落實普選的話

劉佩瓊倡管理技術層面遏水客

劉佩瓊於今年「兩會」期間共提出 9 項提案。於針對「個人
遊」的建議中，她指內地旅客「個人遊」來港，雖帶動了香港
經濟，為香港創造就業機會，卻又衍生各種問題，包括「雙
非」、水貨客、推高物價、罪案增加及文化衝突等，對香港的
負面影響逐漸浮現。她認為，香港存在的內地遊客問題不是根
本的矛盾，只是管理配套的問題，只需要在管理技術層面解
決。

批有人「離間」兩地感情 籲多宣傳促融合

基本法人大決定是普選法律基礎 籲各界發聲形成強大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
兩會報道) 近日傳媒引述「權威
建制派消息人士」放風稱，倘普
選不能落實，現任特首很大機會
連任。身兼民建聯主席的全國政
協委員譚耀宗昨日回應指，任何
不利落實普選及團結的說話都應
少說。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
會議成員鄭耀棠亦批評，有關說
法荒謬到極點。
在全國兩會期間，有「權威建
制派消息人士」稱政改若原地踏
步，特首梁振英大有可能連任及
重推 23 條立法，多名資深建制派
人士駁斥有關說法，強調中央不
可能以梁振英連任與否，作為說
服反對派接受政改的理據，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更質疑「這位權威
的建制派人士有幾多權威」。

鄭耀棠：特首連任論極荒謬

譚耀宗昨日回應相關消息人士
論調時，直言任何不利落實普選
及團結的說話，都應少說。鄭耀
棠亦批評，有關說法荒謬到極
點，強調無論是反對派或疑似建
制派人士發表有關說法，在邏輯
上都是不可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