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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居民來港的「一簽多行」改為
「一周一行」，這明顯是中央回應香
港社會減輕遊客過多壓力的訴求。但
是，本土派質疑「一周一行」的成
效，更要挾發起新的「光復行動」。
在本土派眼中，任何紓緩、分流遊客
的舉措均不接受，因為他們根本就不

想解決問題，更不是為了維護港人利益，而是千方百
計挑撥香港和內地的矛盾，破壞兩地和諧，從中混水

摸魚撈取政治利益。這和激進反對派企硬否決政改方
案、阻礙普選如出一轍。
「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之後，業內人士估
計新政策令「一簽多行」來港人數減少三成、即減少
460萬人次。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等人士認為，新
政策的推出，紓緩遊客過多的壓力，說明中央和特區
政府重視香港社會的聲音，對港人的迫切訴求及時作
出反應，照顧港人的利益和感受。
「一周一行」得到本港社會普遍歡迎。本土派的幾位

代表人物包括毛孟靜、梁金成、譚凱邦等對新政策諸多
挑剔，或指新政策成效有限，因為現時不少內地居民均
是每一兩星期來港購買日用品；或指新政策將刺激水貨
集團聘請更多人走水貨；毛孟靜更誇張地說，持有「一
簽多行」的水貨客會在限期前蜂擁而來，「短期內會千
軍萬馬湧港」。總而言之，本土派就是「不收貨」。有
議員建議，可多在邊境口岸建購物城，開發大嶼山及離
島增加景點，這既分流遊客，又帶旺各區經濟，令更多
居民從旅遊業受惠。梁金成卻出言恐嚇，「到時當地居
民又要光復長洲喇。」
遊客太多，香港不勝負荷，中央作出改善，紓緩壓

力，本土派又反對，他們意欲何為，居心何在？難道

內地遊客完全不來，兩地老死不相往來，本土派才收
手嗎？拜本土派「反水貨客」所賜，內地訪港遊客銳
減，情況慘過沙士，本港旅遊業、零售業叫苦連天，
本土派或許滿意了，廣大市民肯定不滿意。
其實，本土派最不希望解決水貨客問題，因為有
「反水貨客」，他們才有存在的價值，借炒作「反水
貨客」，才能吸引少數極端分子的支持，為鼓吹「港
獨」推波助瀾。如果水貨問題解決了，本土派就失去
了一項亂港的利器。這和激進反對派反對落實普選何
其相似，香港落實普選，激進反對派失去一面反中亂
港的大旗，所以他們竭盡所能令普選夭折，讓香港陷
入無休止的政爭之中。

本土派對「一周一行」諸多挑剔意欲何為 楊正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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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一邊說要爭取所謂「真普選」，但是否決政
改方案之後該怎麼辦，他們卻沒有答案，秉承反對派
有破壞無建設的作風。最好笑的地方是，他們強調
「繼續在議會內外，爭取中央實踐基本法對港人許下
的普選承諾。轉來轉去，反對派也不得不承認要按照
基本法辦事，他們要求人大否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根本是掩耳盜鈴，自己欺騙自己。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完全按照基本法辦事，體現中央對香港的政策，體現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人大又怎會否決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

否決政改方案死路一條
反對派不斷的聯署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他們對自己盟

友的懷疑，說明了綑綁否決政改方案天天都有變數，絕
非牢不可破。此次聯署有4個人已經脫隊，沒有再參加
綑綁遊戲，27人變成只有23人。時間對反對派越來越不

利。早兩天，「綑綁聯盟」的發言人梁家傑曾公開說
過，對政改方案，反對派「袋又死，唔袋又死」。他
們已經承認否決政改方案，根本就是死路一條。

時間對於反對派是無情的。未來隨着基本法的普及
更加深入民心，更多人理解「一國」是「兩制」的前
提，有了中國憲法的第三十一條才有基本法，中國
憲法強調的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香港保
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前提。基本法第十一
條寫得清清楚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
十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
會、經濟制度，有關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
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
關的政策，均以本法的規定為依據。」反對派企圖
架空憲法，說明他們刻意對抗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卻
又異想天開，希望人大否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這叫
做「竹籃打水一場空」。

基本法不容反中亂港
香港普選行政長官，就是要貫徹基本法，體現行政

長官要對中央負責，行政長官要貫徹落實基本法，行
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要由中國公民
擔任。這些基本法的規定，牢牢地規定了香港特區就
是中央人民政府轄下的一個地方政權，規定了行政長
官絕對不能是對抗中央、不能充當外國勢力的代理
人。這是落實基本法的最關鍵的一步。反對派以為用
聯署，就可以突破基本法的規定，實現他們「公民提
名」的「真普選」，這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反對派還說，「當政府公布政改方案後，會向市民
交代對『袋住先』的憂慮」。說來說去，他們的「憂
慮」是沒有辦法當行政長官。回歸17年來，是什麼人
勾結外國勢力反對中央，出賣國家主權，到外國國會
告洋狀，邀請外國人干預香港事務，要求外國制裁中
國？是什麼人公開反對國家憲法、反對基本法，挑戰
香港的法治，發動無法無天的「佔中」，威脅中央和
特區政府，甚至企圖把策動街頭暴力的「雨傘革命」
引向內地，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橋頭堡？

基本法體現了國家的對港政策，在制定的時候，早
已經預見到會出現現在的情況。所以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了香港特區必須立法，防止分裂國家、顛覆政
府，規定了香港的政團不能和外國的團體發生聯繫。
那些公開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企圖損害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人，怎麼能夠擔任行政長
官？如果他們得逞，肯定會把香港弄得更加天下大
亂，更加尖銳對抗中央，更加明目張膽勾結外國勢
力，對外國主子朝請示，晚匯報，香港又成為了外國
的租界，這是基本法所能夠容許的嗎？

違背民意必遭重罰
否決了政改方案，反對派的招數，不外又是「佔

中」、「公民投票」、「拉布」、繼續煽動「港獨」、
繼續惡化兩地的關係、繼續阻撓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令香港的競爭力不斷下降，民生問題更加惡
化，這對七百萬人來說，是一個大災難。事實上，廣大
香港市民最憂慮的是反對派對否決政改造成的惡劣後
果。這才是香港民眾的心聲。強大的民意一定會在今年
和明年的選舉中，讓倒行逆施的政黨付出代價。反對派
看來還會第四次聯署，到時候很可能維持不到23人，溫
和的反對派很可能已經掙脫綑綁，站到主流民意的一
邊。更大的可能是，經過兩場選舉之後，反對派遭受選
民的懲罰，失去大量立法會議席，更加潰不成軍。

高天問

反對派議員昨日第三度聯署，宣稱將否決有關人大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並繼續監察基

本法落實的情況。從3月9日開始的36日之內，反對派已經進行3次聯署。這樣重複聯署樂

此不疲，暴露出反對派已經沒有新招數阻礙政改、破壞普選，已經陷入黔驢技窮、江河日下

的困境。

重複聯署圖鞏固綑綁 暴露反對派黔驢技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民建聯第十三屆中央
委員會選舉昨日點票。是次
中委會選舉投票率為42%，
52人當選，而當選者平均
年齡為46歲。新當選的中
央委員及監察委員，將於本
周五晚分別舉行第一次會
議，屆時中委會將選出常委
會，由常委會選出新一屆領
導層。監委會則選出主席及
副主席。
是次當選的民建聯第十

三屆中央委員，依姓氏筆
劃序為：丁江浩、古揚
邦、朱立威、老廣成、何
俊賢、呂堅、李世榮、李
家良、李慧琼、李錦文、
周浩鼎、姚銘、柯創盛、
洪連杉、洪錦鉉、胡健
民、徐紅英、袁靖罡、張
國鈞、張晴雲、許華傑、
陳勇、陳少棠、陳克勤、
陳恒鑌、陳偉明、陳國
華、陳曼琪、陳博智、陳
學鋒、陸地、陸勁光、彭
長緯、馮培漳、黃建源、
黃國恩、黃達東、楊文
銳、楊位款、楊鎮華、葉

傲冬、葛珮帆、劉國勳、潘進源、蔡
素玉、鄭泳舜、黎榮浩、鍾嘉敏、簡
志豪、顏汶羽、譚榮勳、蘇愛群。
在監察委員會方面，共有42位成員
報名參選，由於人數不超過中委會所
議決43人的上限，42人自動當選成
為第六屆監委會成員，依姓氏筆劃序
為：尹才榜、方和、王敏賢、何景
安、吳仕福、吳兆華、岑永生、李均
頤、李瑞成、凌文海、區艷龍、張明
敏、曹宏威、梁偉浩、莊紹綏、陳少
琼、陳金烈、陳金霖、陳國旗、陳榮
燦、陳維端、曾正麟、馮力、黃士
心、黃江天、黃蘭茜、楊位醒、楊
釗、廖新南、劉宇新、劉佩瓊、歐陽
士國、蔡陳葆心、蔡德河、鄧兆棠、
鄭詠基、盧文端、盧溫勝、蕭婉嫦、
鍾沛林、鍾瑞明、鍾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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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中委
黃成智早前撰文呼籲反對派議員支持先落實特
首普選，慘遭黨友圍剿，民主黨中常委許智峯
更向紀律委員會投訴黃成智違紀。連日被激進
派圍攻的黃成智昨晚決定辭去中委職務，稱是
為了「保護民主黨」，但未有計劃退黨。民主
黨本周四（16日）召開中委會討論事件。
黃成智昨日向傳媒稱，他估計不到自己早
前在報章撰寫的文章，會對民主黨造成很大
衝擊，引起外界很多爭論，為免繼續以中委
身份發言，決定辭去中委職務，以「保護民

主黨、令民主黨更團結」。他今日會正式去
信秘書處，等待本周四舉行的中委會批准，
但沒有計劃退黨。

迫談遭許智峯「篤背脊」
他在接受傳媒查詢時稱，自己只是在民主

黨中委的WhatsApp群組向中委會提出請
辭，「信都未寫。」被問及是次申請退出中
委會，是否與黨友許智峯日前正式投訴其
「袋住先」言論有關，黃成智稱「唔想講太
多」，亦不想阻礙中委會討論。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晚拒絕評論事件，稱要
留待中委會處理；許智峯則稱「尊重」黃成智
的決定。民主黨南區區議員兼中委區諾軒昨日
在一電台節目稱，黃成智退出中委不代表可以
「暢所欲言」，並稱民主黨不希望有成員公開
支持「袋住先」，之前已有狄志遠、羅致光等
例子，又聲言該黨一定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
有民主黨中人分析，在黨內提出支持通過

政改的「四大天王」中，羅致光、李華明、
狄志遠3人都不是中委成員，只有黃成智一
人擁有中委身份，令黨內新一代的「少壯
派」借機批評，更向民主黨紀律委員會投
訴，令這些「老黨員」都感到極不是味兒。

留黨內當「溫和反對派」
他續稱，事件發展至今，「四大天王」都

明白繼續與新一代少壯派「糾纏」並沒有好
處，尤其剛過去的周日的「溫和反對派」會
議後，他們發現「溫和路線」形勢大好，黃
成智在評估形勢後，遂決定脫去民主黨中委
的枷鎖，專心參與「溫和反對派」的工作，
和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將「越走越埋」。
該名民主黨中人補充，由於「溫和反對

派」仍屬「初生嬰兒」，加上發起人湯家驊
是有魄力發展新一股政治勢力還是「三分
鐘」熱度仍有待觀察，為保險起見，黃成智
決定繼續保留民主黨黨員的身份。

黃成智遭圍剿 辭鴿黨中委未退黨

秉承「參政為勞工」
工聯新領導層出爐

工聯會新一屆理事會昨晚舉行第一次會議，林淑儀、吳
秋北分別順利連任會長及理事長，5名副會長新加入

黃國及周聯僑以接替梁富華及李麗貞退任後的空缺。原有8
名副理事長當中，蔡金華、麥培東、梁頌恩、彭港祥、張
樞宏及唐賡堯亦順利連任，陳志光及周聯僑不再擔任副理
事長，並由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孫名峯、香港製造業總工會
副主席陳鄧源、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理事長梁芳遠接任，
令副理事長人數增至9人。

林淑儀鼓勵有志者參選
林淑儀在會後表示，工聯會將秉承一直以來「參政為勞

工」的方針參與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為勞工打拚，期望
取得較目前6個立法會直選及31個區議會直選議席更理想
的成績。她鼓勵有志勞工事務者參與選舉，在不同領域及
區域為基層市民發聲，但出選名單未有最終定案。
她續說，工聯會多年前已爭取標準工時立法，未來亦會

繼續在議會內外鍥而不捨地去爭取，並會積極聽取不同行
業意見，同時希望能改善現時「打工仔」普遍工時長的問
題，「我們會實事求是，審時度勢，以不同方式去爭
取。」
林淑儀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的「反水貨客」衝擊行動影

響香港形象，相信特區政府聽取民意後推行「一周一行」
政策，能對各方面都有改善。香港是一個旅遊及國際城
市，港人都是講禮貌、講道理的，違法暴力行為絕不可
取。陳婉嫻亦對中央政府聽取港人意見後實施「一周一
行」表示歡迎，社會各界不應別有用心而對此予以否定。

吳秋北：團結才有普選
吳秋北強調，在香港目前的政局下，必須加強團結，令

香港政制向前走，關鍵在於團結一致，才能透過民意力量
落實2017年普選。他又指出，工聯會要加強會務根基，才
能應付未來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工聯會第三十六

屆常務理事會昨晚舉行第一次會議，並推選出新一

屆負責人，林淑儀、吳秋北分別順利連任會長及理

事長。黃國健、陳有海、潘佩璆亦連任副會長，工

聯會秘書長黃國及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則新

當選成為副會長，接替退任的梁富華及李麗貞。常

務理事會亦議決提名鄭耀棠及陳婉嫻續任榮譽會長，

待本月22日理事會開會通過。林淑儀會後強調，

工聯會是一個成立了逾60年的勞工團體，必須以

為勞工服務為大前提，不論刻下政治形勢如何，都

要「參政為勞工」。

會長： 林淑儀（香港五金電子科技業總工會）
理事長： 吳秋北（香港文職及專業人員總會）
副會長： 黃國健（香港海員工會）

陳有海（海港運輸業總工會）
潘佩璆（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
黃國（服務業總工會）
周聯僑（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副理事長：蔡金華（香港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會）
麥培東（香港鐵路員工總會）
梁頌恩（香港保險業總工會）
彭港祥（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張樞宏（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
唐賡堯（香港理髮化粧業職工總會）
孫名峯（政府人員協會）
陳鄧源（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梁芳遠（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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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第三十六屆常務理事會昨舉行第一次會議，並選出新一屆負責人。 莫雪芝 攝

示威者四毁立會
逾22萬損失難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
對派示威者去年多次衝擊立法會大樓更大
肆破壞。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回應議員就財
政預算案的查詢時表示，立法會大樓去年
經歷四次重大衝擊，受損部分的維修費用
高達10.8萬元，由於秘書處沒有可能確定
毁壞者的身份，故實難以追討。同時，衝
擊事件中共有14名保安人員受傷，秘書處
已向勞工處和行管會的保險公司呈報所有
個案，有12宗已得到解決，所涉及獲批病
假的開支款項需要由行管會支付，款額為
8.9萬元，另2.4萬元醫療費或補償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