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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點名批評立法會議員毛
孟靜帶頭煽動市民「反水貨」。毛孟
靜百般狡辯抵賴，擺出一副被冤枉姿
態，叫梁振英「拿出證據來」。事實
上，毛孟靜正正是「反水貨」的始作
俑者，近年賣力煽動反對內地遊客、
新來港人士，挑撥兩地矛盾，宣揚
「個人遊令香港崩潰論」，證據確

鑿。毛孟靜惺惺作態，叫屈「無反水客」，不過是掩
耳盜鈴，逃避責任。

毛孟靜自當了立法會議員後，不斷主張保護「本土
文化」，反對香港與內地融合。2013年1月，她與同
樣靠激靠反內地起家的范國威成立「香港本土」聯
盟，利用當時的奶粉、雙非學童問題，打出拒絕香港
「內地化」、「維護港人利益」的旗號，率先提出要
取消「一簽多行」政策，以限制內地遊客來港人數。
藉以為自己打響名堂，吸引激進選民支持。此後，毛
孟靜多次發起街頭簽名，要求政府限制個人遊來港數
量，以及取消「一簽多行」。
2013年10月，為挑動內地與香港的矛盾，毛孟靜、

范國威以及一眾激進派分子，「夾錢」聯署在香港以
及台灣一份「台獨」立場鮮明的報章刊登廣告，稱
「反自由行、反中國化、反赤化」，又聲言新來港人
士「拖累香港」，要求削減單程證配額，「源頭減
人」，引起社會普遍不滿，連反對派陣營中也有部分
人對此不滿。由反對派組織「民陣」召集人孔令瑜等
成立的「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都看不過眼，點名
批評毛孟靜、范國威等人罔顧事實和不負責任，不擇
手段地賺取政治資本，所言冷血，要求3人收回「源頭
減人」的不恰當言論，向公眾道歉。當然，毛孟靜死
不認錯，拒絕收回言論。
正是毛孟靜等本土派在背後推波助瀾，反個人遊、
反對內地遊客的言行愈演愈烈，由文攻變武鬥，近期

出現的「反水貨」行動，就是毛孟靜長期鼓吹反個人
遊、抗拒內地結出的惡果。「反水貨」行動日益暴力
化，追罵拍打陌生人，連老弱婦孺也不放過，遭到社
會的口誅筆伐。但是，毛孟靜在回應有關「反對水
貨」行動的紛爭時，沒有片言隻語指責暴徒，一開口
就認為水貨問題是兩地融合中最大的問題，政府應負
上最大責任，反而譴責警方粗暴對待示威者；她還認
為電視畫面只出現暴力場面，不見訴求，替示威者覺
得不值。毛孟靜顛倒黑白，為「反水貨」暴徒開脫，
助長「反水貨」暴行的囂張氣焰。
「毛姨姨」鼓吹抗融合、抗赤化、反對個人遊，偏
袒「反水貨」暴徒，種種言行大家有目共睹，「毛姨
姨」帶頭反水貨有什麼可抵賴的？

毛孟靜帶頭「反水貨」怎可抵賴 楊正剛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5年3月23日（星期一）

開通M503航線是航空安全需要
海峽西岸空域是大陸長三角往返珠三角和港澳等地

區的空中交通要道，兩岸空中直達航路也經過該空
域。目前該空域只有A470一條航路。近年來，該空域
航班密集，擁堵嚴重，對航班的飛行安全帶來很大影
響。國際上日流量超過400架次就應該分流。2009年，
A470航路月均流量為16,796架次，日均流量為542架
次，已經超過國際民航組織規定的流量標準。此後，
該航路流量逐年增長，至2015年2月，月均流量已達
34,187架次，日均流量達1,221架次，日均增長量達到
125.28%。啟用M503航線進行分流，已經到了刻不容

緩的程度，是提升飛行安全水準，減少安全隱患的唯
一途徑。

大陸早在2007年就準備啟用M503航線，已經一再推
遲啟用，如果再繼續推遲，恐怕會影響航路飛行安
全。國際航協、國家駕聯、香港民航處和相關航空公
司等有關方面，對啟用M503航路都有迫切的期待和要
求。M503新航線現在已經接到每日200多架次的航班
申請，當中除了大陸和美國、日本的航空公司之外，
也包括台灣5家航空公司新增航班的申請，足以證明新
航線對紓緩原航線過度擁擠、有效分散機流的迫切
性。新航線開通，台灣的航空公司可以申請，對兩岸
直航班機的增加提供了非常廣闊的航路。對台灣老百

姓最大的好處是，新航路開通以後更安全。

開通M503航線可緩解航班延誤
近年，大陸長三角至珠三角地區航班發展迅速、增

長很快，使得現有的A470航路十分擁堵，航班正點率
低，航班的準點率只有46﹪，受影響的航班有43%為國
際航班。為此，國際駕駛員協會聯合會（國際駕聯）
有關負責人去年4月致函民航局李家祥局長表示：「在
國際駕聯2014年巴拿馬年會上，再次討論了A470（上
海）空域的問題和缺陷。為此，我希望通報你，大會
決定繼續將A470航線定位黑五星」，「我謹代表國際
駕聯強烈敦促貴方採取必要的改進措施，提升此空域
的運行狀態」，並提出「貴方應使用更多的航路和更
靈活的追蹤方式」。

大陸通告啟用 M503 航線後，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國際航協）理事長專門致函李家祥局長，「對
M503航線的設立和啟用表示歡迎」。國際航協北亞
區有關負責人對大陸民航局表示，「國際航協和成員
航空公司歡迎一切旨在提高飛機運營安全和效率的措
施。M503航路的開通和啟用將擴大該地區空域的通
行能力，緩解空中交通擁堵，提高周圍機場的正點
率。」可見，開通M503完全是為了緩解航班壓力，
提高準點率的必要決定。

開通M503航線 可
增強抵禦颱風能力
眾所周知，夏秋季是台

灣海峽的颱風季節，出於
安全的考慮，途經的飛機
經常需要調整時間乃至停
航來避過颱風，給旅客、航空公司、機場造成諸多不
便。開通M503航線，增加多一條通路，有利於大陸東
南沿海地區、台灣地區的航空公司、機場通過對颱風
的判斷，及時調整航線，在保持安全的情況下維持正
常飛行，降低颱風對飛行影響，大幅減少颱風對航空
公司、機場以及旅客帶來的不便和損失。

M503航線是大陸民航空域管理的一項常規工作，已
於2007年與美國等國的航空專家合作完成了該航線的
設計及評估工作，並經國際民航組織核准，該航線運
行精度、安全性及可靠性符合國際規範。兩岸也就大
陸即將啟用M503航線的有關情況進行了溝通。大陸方
面一再重申開通M503航線，是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航
空安全的需要。正如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今年的兩會
期間表示，新航線開通將有助緩解空中擁堵，提高航
線的安全水準，「航線是為旅客帶來安全、便捷的一
件好事，也是有助於台海形勢穩定的和平通道。」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大陸今年1月份通告啟用東南沿海海上飛行航線(M503)，引起台灣方面關注。經過大陸國

台辦主導與台方溝通協商目前已無障礙，並於今年3月15日進行了正式試飛。開通M503航

線有三方面的迫切需要：一是航空安全需要。長三角至珠三角每天往返1,200餘個航班，只

有A470一條航路，衝突點多威脅運行安全。二是緩解航班延誤。原A470航路運行正點率

僅46%，開通M503可緩解飛行矛盾提升正點率。三是增強地區抵禦颱風能力。增加M503

航線，多一條通路，降低颱風對飛行影響。可見，開通M503航線，可以滿足兩岸及亞太地

區航空運輸發展需要，符合包括大陸、台灣及其他有關各方整體利益，是有利於台海穩定發

展的和平通道。

■盧文端

M503航線是有利於台海穩定惠澤民眾的和平通道

「37羅」小圈子「繼位」
豈有臉質疑提委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一
如外界所料，羅冠聰擊敗「突然參
選」的司徒子朗，成為新一屆學聯秘
書長。不過，外界質疑這位曾涉「預
演佔中」、衝擊政府總部及組織「佔
中」活動而至少三次被捕的人，實難
帶領學聯走出「佔中泥潭」。
目前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三年

級學生的羅冠聰，是去年發起「佔
中」的學聯核心人物。去年7月1
日，學聯趁加入「民陣遊行」之
機，當晚「佔領」遮打道行人專用
區，警方至次日清晨方將示威者逐
一抬走及拘捕。在拘捕的511人中，
包括時任嶺南大學學生會署理會長
的羅冠聰。
在9月27日，罷課學生衝入政府

總部東翼廣場，揭開非法「佔中」
的序幕，羅冠聰雖然沒有進入廣
場，但他卻在廣場外大台不斷進行
呼籲，成為首批被拘捕的學聯成
員，他被警方以「非法集會」及
「煽惑他人強行進入政府建築物」
兩項罪名拘捕。
在10月21日，政府與學聯就政改

問題首次展開對話，學聯派出秘書長
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常委梁麗
幗、常務秘書鍾耀華及常委羅冠聰參
與。不過，綜觀整個「佔中」期間，
羅冠聰的曝光率並不算多。其中一個
較受矚目的，是在11月15日與周永
康及鍾耀華等人準備搭飛機「闖關」
到北京的舉動，但由於他們的回鄉證
被注銷，均無法登機。

曾登金鐘「大台」煽「包圍政總」
在11月25日，警方對旺角佔領區展開第
一波清場行動時，學聯派出梁麗幗及羅冠聰
現身佔旺區。而在「清旺」後的11月30日
晚上九時許，羅冠聰突然現身金鐘「大台」
（發言平台），煽動群眾進行「包圍政總」
行動，並要求參與者跟隨已部署的各小隊，
兵分幾路包圍政總。
他又稱，此後金鐘大台不再用於發言，只

用於發布訊息和呼籲。隨後，他長時間在廣
場大台，向集會者發布政總被圍堵的情況。
至12月11日，警方對金鐘佔領區清場，
當時現場共有209人拒絕離開被捕，他們均
被指涉嫌非法集結及阻差辦公等罪行，包括
羅冠聰。至今年1月14日，羅冠聰到警署
「預約拘捕」，警方指其參與及煽動非法集
結罪，惟羅拒絕保釋，獲無條件釋放後，警
方保留日後起訴的權利。
對於羅冠聰接任學聯秘書長，不少學界成

員直言，羅在「佔中」前後涉入太深，而且
又曾多次被捕，因此未來在面對及處理「佔
領」行動時，「難以作出理性的考慮」。
有熟悉他的人透露，羅冠聰是「打機

迷」，有「電競聰」的綽號，「有時趁喺參
加學聯會議的空隙，都喺學聯辦公室打機，
有時甚至打到天光。」他稱，「電競聰」一
旦打機入迷，肯定會影響學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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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齊正之）來自嶺大
的羅冠聰如願登上學聯秘書長寶座。原來，
為了讓這位在上屆學聯常委中「最不知名」
的「電競聰」（羅熱衷打機，也是電競評述
員）上位，以周永康為首的學聯「老鬼」早
就煞費苦心，不斷為其「開山劈石」，目的
就是「退位」後能繼續遙控學聯運作。
以政治水平、組織能力、聲望而論，羅
冠聰都乏善足陳，就算在去年十月，學聯
與政府官員對話使「人氣」達到最高峰
時，羅冠聰在「學聯五子」中也只是「敬

陪末席」，他之所以能夠在傳媒上多次曝
光，最重要的是「緊跟周永康」。無論在
去年「七一預演佔中」、「926闖入公民
廣場」，11月「闖京騷」，他都緊隨周永
康，密切程度勝過副秘書長岑敖暉。
早在去年11月20日，就有傳媒披露羅冠

聰將接任新一屆學聯秘書長，原因並非是羅
在學聯核心層中表現出色，而是無奈之舉，
因為按學聯規定，周永康、岑敖暉作為正副
秘書長，均「冇得留低」，另一常委、時任
港大學生會主席的梁麗幗則希望當律師，會

離開學聯，而身為「學聯常秘」的鍾耀華也
希望繼續讀書；至於「五子」之外的學聯常
委，如司徒子朗等則因「特立獨行」，早就
被排除在「接任人選」之列。

發力到嶺大拉票 令「退聯」不成
在周永康等人的長時間暗中操作下，本來，

擁有「佔中光環」的羅冠聰當選新一屆秘書
長幾乎是「不二之選」，但在「佔中」失敗
後，大專學界中隨即出現「退聯」呼聲，首
先就是港大的「退聯公投」。開始時，周永

康、梁麗幗等來自港大的學聯高層還認為「退
聯」只是喊喊而已，不會成事，但上月中港
大的「退聯公投」竟一舉成功，而第二個舉
行「退聯公投」的則是嶺南大學，如退聯成
功，羅冠聰就不可能出任學聯職務，為保羅
冠聰上位及學聯「光環」，周永康等發力到
嶺大拉票，終令「退聯」之事不成功。
這次羅冠聰如願當選，擺在他面前的將是

如何組織「再次佔領」行動。由於政改方案
約於6、7月在立法會表決，不論通過與否，
反對派肯定會搞事，而學聯也會鼓動學生再
次「佔領」。有羅冠聰這任「傀儡秘書長」，
實際指揮權則在周永康等「老鬼」手上。因
此，今年夏天香港注定不會平靜。

周永康挺「電競聰」上位遙控學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高鈺）一連三天的學聯周年大會昨第
三日舉行，重頭戲是選出新一屆領導層。結果由早前被傳獲學聯「老
鬼」欽點接棒的學聯前常委羅冠聰，以37票「高票」擊敗僅得14票的
前中大學聯代表團成員司徒子朗，「大熱」當選秘書長。有院校的「退
聯」組織代表批評，一般大學生根本無份選出學聯代表，希望學界認清
這場「小圈子選舉」，未來對改革也不存期望，故堅決爭取學生會退
聯。有政界中人揶揄羅應「正名」為「37羅」，批評他根本無資格質
疑由最少22萬選民選出的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

■羅冠聰(左)以37票擊敗獲14票的司徒子朗(右)，當選學聯新任秘書長。
學聯社交網站圖片

盛傳獲「欽點」司徒子朗陪跑
原訂於前日完成的第五十八屆學聯秘書長
和副秘書長「選舉」延至昨晚才完成，諮詢
歷時近11個小時。最受關注的秘書長一職，
除事前盛傳獲「欽點」接任的學聯前常委羅
冠聰外，日前突然出現另一前中大學聯代表
團成員司徒子朗「參選」。司徒子朗曾為社
民連及「熱血公民」成員，並曾於黃毓民立
法會議員辦事處擔任政策研究助理。
突然出選的司徒子朗日前作參選發言時
強調，自己事前並無「傾莊」，整個參選
過程也毋須任何特權，又特別回應學聯秘
書長被「欽點」的批評，稱這是「對為不
同社會議題努力的學生的不尊重」。
就學聯經常被質疑黑箱作業、財政欠缺透
明度，羅冠聰則聲稱，學聯改善體制、加強
與學生互動是來年首要的檢討目標。他昨日
在接受質詢時聲言，「當選後希望做好資訊
流通工作，加強財政及行政透明度，多與同
學溝通，讓同學了解到學聯是甚麼組織。」

王瀚樑黃嘉輝任副秘書長
學聯昨晚近10時在其社交網站宣布，在
1票棄權和1票廢票之下，羅冠聰以37票

當選第五十八屆學聯秘書長，而司徒子朗
以14票落選。參選副秘書長的學聯前常委
王瀚樑及中大學聯代表團前成員黃嘉輝，
同獲46票過半數信任票，雙雙成為新任副
秘書長。
據中大學聯代表團社交網站表示，昨晚

投票過程中一度發現選舉未符合會章規
定，選舉委員會要回收和銷毀所有選票，
並重新印製選票，展開投票程序。
有政界中人揶揄羅冠聰應「正名」為
「37羅」，根本無資格質疑最少由22萬選
民選出的提名委員會的代表性，更自編
「順口溜」；學聯「三分民主，七分獨
裁」；「三分法治，七分人治」；「三分
學生，七分社運」，諷刺由小圈子選舉產
生的學聯，竟試圖借學界之名，剝奪全港
500萬名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
會。

湯偉圓：不坐以待斃
「浸大學生會退出學聯行動組」召集人湯

偉圓昨日稱，她日前有到場旁聽周年大會，
了解到學聯代表談到所謂的「改革」只有近
百字，內容極為「簡陋」，就算羅冠聰當選
後，對學聯改革也不會抱有期望。

她續指，學聯選舉被批「小圈子選舉」
至今仍未及改善，「前車可鑑，不能坐以
待斃。」故她將在學聯與聯校退聯組織的
論壇上與對方討論學聯體制問題。

劉頴匡：小圈子選舉
中文大學本土學社發起人劉頴匡則稱，

「無論誰人當選（秘書長）都好，中大學
生只能『食花生』，沒有份投票，對學聯
改革不樂觀」，更希望學生是次認清學聯
的「小圈子選舉」。
他又指，早前中大學生稱會做民意調
查，了解學生退聯意向，但至今無了期延

期，而學聯周年大會也未有提到改革的時
間表和路線圖，再次反映改革欠誠意，故
「退聯是唯一出路」。他會繼續籌備「退
聯公投」的工作，爭取學生支持。
另外，前日學聯大會開始近兩小時都未
達法定人數，在宣布流會前2分鐘才勉強
湊足數開會。當日為代表會選舉，賴偉健
及石姵妍分別以44票信任4票不信任，及
46票信任2票不信任「高票當選」候任主
席及副主席。而在諮詢期間，被問及過往
學聯常務會效率偏低問題，石姵妍稱是因
為遲到問題嚴重，故要督促各常委準時及
盡量縮短小休時間提升效率。

羅冠聰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