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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反對派否決政改 要害是對抗「一國」
立法會大會昨日討論政改後的出路。署理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明，政改工作已
告一段落，現屆政府不會重啟「政改五步
曲」，也不會建立平台討論政改。政改方案遭
否決，癥結在於反對派不尊重「一國兩制」，
不尊重基本法。反對派要求重啟政改，企圖否
定人大決定，推卸扼殺普選的責任，這當然不
可能。未來香港應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不要再浪費時間和資源在政爭之上，以免
進一步削弱香港競爭優勢，損害港人利益。
反對派議員辯稱，政改方案被否決，原因是中
央以「一國」壓「兩制」。這完全是顛倒是非，
混淆視聽。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作為中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實行普選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辦事，中央對香港
普選擁有主導和最終決定權，這是普選不可偏離
的憲制基礎。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是其反「一
國兩制」、反中央的最突出表現。如今，反對派
倒打一耙，向中央潑髒水，企圖推卸否決政改的
歷史責任。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之後，又要重啟
政改，企圖挑起新一輪的政制爭拗。對於反對派
的這一圖謀，必須予以揭露和批評。

中美對話可望縮窄分歧 加強合作

去年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一國」是實行「兩
制」的前提和基礎。中央通過白皮書，清楚劃
定依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選的法律底線
和政治底線。堅持「一國」是「兩制」的前提
和基礎，遵守中央在香港普選問題上的底線，
香港普選才不會走彎路、邪路。反對派的所謂
重啟政改，就是要否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這
樣的政改討論怎麼可能重啟？建立這樣的政改
討論平台又有什麼意義？
政改工作告一段落，香港應該將注意力轉移
到經濟發展和民生議題上。特首梁振英發表了
任內第三份《施政匯報》，公布了改善民生、
發展經濟的諸多舉措，並優先向立法會提交有
關民生和經濟的項目。特區政府以理性務實的
態度，將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和民生領域，為
市民辦實事、謀福祉，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多
份競爭力報告均顯示，受政爭所累，香港的營
商環境惡化，本港競爭力與對手的差距正在擴
大，這絕非香港之福。廣大市民必須擺脫政
爭，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讓香港盡快重回發展的正軌。

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
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在當地時間 6 月 23 日至
24 日在華盛頓舉行。這次對話和磋商是中
美雙方在南海問題產生分歧以及美國大選前
夕等複雜背景下，首次在美同時舉行，因而
備受矚目。中美雖然在一些問題上還存在紛
爭，但還是達成了許多共識。中美雙方可望
通過此次對話及磋商，在管控分歧、緩和衝
突、加強合作、建立新型兩國大國關係方
面，取得重要的成果。
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出於其重返亞太的戰
略，一方面縱容日本安倍政府不正視歷史問
題，甚至企圖突破戰後和平憲法的限制，另
一方面，美方對中國在南海加強基礎建設，
全面維護海洋權益的行動多番指責，甚至縱
容菲律賓等在南海搞事，令中美關係蒙上陰
影。這些問題的出現，主要原因在於美方的
霸權主義思維作祟，不時在中美關係上搞名
堂、設障礙，使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的道路上
一波三折，充滿崎嶇。不過，中美之間共同
利益大於分歧，面對複雜的環境，中美雙方
有需要舉行這樣的對話和高層磋商。中方一

直希望能夠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縮窄分
歧，加強溝通合作。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
「與美方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實現雙方
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中
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
美國副總統拜登在致辭時表示：「美國
希望看到中國崛起，無意遏制中國發展，
和平發展的中國有利於美國、亞洲和世
界。美中在許多領域的合作取得重要成
就，美方願與中方深化各領域合作，開展
公平、健康的競爭，妥善處理分歧，發展
長期、穩定的美中關係，共同應對 21 世紀
的全球挑戰。」外間分析認為，他這些話
雖然是外交辭令，但也反映出美方在面對
中國不可逆轉的崛起，不得不採取現實的
做法，擺出希望中美保持良好合作關係的
姿態。在中美雙方都有緩和矛盾、加強合
作的願望之下，此次對話與磋商，在宏觀
上是取得顯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縮窄
了分歧，也為習主席計劃中的九月訪美，
創造了較為良好的前期氛圍。
（相關新聞刊 A8 版）

「袋巾」屈政府「重鬥爭輕民生」
抹黑調議程迴避本報記者質問 反對派歪曲事實「出神入化」挨批

改爭拗過後，香港社會需要「休養生息」，
特首梁振英日前更主動伸出「橄欖枝」，主
動調動 11 項涉及民生的申請讓立法會優先處
理。不過，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轄下的工務小
組主席、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袋巾」)昨日就
「指鹿為馬」，竟稱是次調動議程「重鬥
爭、輕民生」。本報記者質問他：「為何調
程序就被視為鬥爭，但反對派拉布就不是鬥
爭？」梁家傑顧左右而言他。多名建制派議
員批評，反對派歪曲事實的手法已經「出神
入化」，並呼籲市民擦亮眼睛，看清這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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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昨日匯
報本年度工作。身為副主席的梁繼昌稱，網絡安全
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的總警司、機場擴建工程統籌辦公室
開設3個首長級人員及路政署鐵路拓展處監察高鐵香港段
的一名總工程師撥款申請，都「死」在小組下，就是因
為特區政府未有「充分解釋」。他更辯稱，該小組委員
會內並沒有拉布，就算給予「足夠時間議員發言」也不
等如拉布，「（我）睇唔到有所謂拉布出現。」

成「跟足規矩」「策略地運用議事規則」，更把民生項
目當是「人質」、「勒索」議員的罪名，冠在特區政府
調動議程上。本報記者問到，既然議員拉布及特區政府
調議程同樣「跟足規矩」，為何只批評特區政府「不
義」？梁家傑迴避問題，只聲稱拉布是權利甚至是「應
有之義」。
梁家傑又在會上多次聲言，自己以「衡工量值」角度
來決定為何否決工程，但在整個記者會上，他都沒有提
供任何被否決工程的「客觀量化數據」，只辯稱那些工
程都是「明顯有爭議」的。

玩數字遊戲 遭記者踢爆

梁志祥：反對派唔聽佢支笛

梁家傑先大玩數字遊戲，以其小組委員會本年度批出
46 個項目、去年度批出 21 個，來「證明」他們不是「不
合作」，但被本報記者追問下，才承認目前所批出的 477
億元工程金額，比不上去年551億元多，而本年度被否決
的工程金額更超過200億元。
這名經常大玩「語言偽術」的大狀議員，又把拉布說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批評，梁家傑等歪理清楚凸顯了反
對派「雙重標準」的嘴臉。他指出，反對派去年破壞協
議，「突襲」成功，讓梁家傑當上工務委員會主席，但
梁未有當好主席一職，更放任其他反對派陣營中人拉
布、「不合作」，「反對派拉布拉到上哂癮，近日被市
民批評後才稍為收斂，但班反對派已經唔肯聽佢（梁家

的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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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支笛喇。」

王國興批言論「雙重標準」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認為，梁家傑等人的言行，反映他
們根本不願意放棄拉布及「不合作」，繼續把市民福祉
當成政治鬥爭工具。為了打擊政治對手及特區政府，反
對派歪理盡出，而梁家傑的言論是不折不扣「雙重標
準」的「藍本答案」。

吳亮星斥挑戰管治權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批評，梁家傑的言論絕對是
「雙重標準」。反對派一直歪曲事實以達到其政治目
的，如他們明明在撕裂社會，但就拒絕承認，更以歪理
把責任全推到特區政府頭上，自己就霸佔「道德高
地」。
他續說，反對派盲目抹黑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只
是為了挑戰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香港市民應該看清這
班人的真面目。

建制應對明年換屆 倡補選派新人「練兵」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退出公民黨，一併辭
去新界東議席，勢將引發補選大戰。有建
2 制派人士昨日估計，特首普選決議案在反
對派綑綁下被否決，但建制派表現也引起
微言，令大家難以估計政改議題在選舉中會有多大「威
力」。是次補選將於明年 1月舉行，可以作為明年立法會
換屆選舉的「試金石」。他認為，建制派即使認為勝算
不大，也應大膽地派出新人參選「練兵」，部署策略應
對明年的換屆選舉。
湯家驊日前宣布辭去立法會議員一職，又建議由該黨
新界東支部主席楊岳橋出戰新界東補選。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單仲偕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民主黨、工黨及
「新民主同盟」等已經表明不會派員參與是次補選，相
信最終只有公民黨派員參選。補選時，該黨會為反對派
陣營提供協助，以及在「能力範圍內盡量配合」。
不過，被民主黨驅逐出黨的黃成智日前表態考慮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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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選，單仲偕稱，民主黨中委將於下月底決定會否革除
其黨籍，若對方遭黨開除，參選與否與民主黨無關，若
他屆時仍屬民主黨成員，但堅持出選，就會被逐出黨。
據悉，「人民力量」及「本土派」團體，均稱有興趣
派人參與補選。
有「本土派」團體聲言，他們會借選舉期間舉行的
選舉論壇，以至由特區政府協助派發的候選人單張
等，宣傳其「本土」甚至「港獨」理念，迫使其他反
對派參選者所謂「本土議題」公開表態，狙擊建制派
候選人。

民建聯工聯會考慮派員參選
建制派陣營中，民建聯及工聯會均表示會考慮派員參
選，未有決定。有建制派人士昨日向本報記者分析指，
根據過去多次選舉經驗，無論輸贏，每次參選都是寶貴
經驗，候選人知名度可得以提高，助選團也會更成熟。

「大嚿」煽「三罷」圖迫改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香港立法會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
香港社會各界均期望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民生，但「人民力量」立法會
議員陳偉業昨日稱，「人力」會繼
續在議會內外「抗爭」，包括拉布
及擾亂議事程序，為特區政府添煩
添亂。
他並煽動港人把所謂「雨傘運
動」轉化成「三罷」，即罷工、罷
市、罷課，迫使中央政府修改香港
基本法。

陳偉業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稱，目前「學民思潮」與學聯的
「抗爭策略」，正是「人力」認
同及倡議多年的手段。他又煽動
港人把「雨傘運動」轉化成「三
罷」，即罷工、罷市、罷課，迫
使中央政府修改香港基本法，
「若沒有政治能量及談判籌碼，
如何要求中央重啟『政改五步
曲』？」
他續稱：「若香港人有政治意志
進行『三罷』，或能迫使中央修改

香港基本法。任何人主張與中央溝
通、主張談判與政治研究爭取民
主，這是『發緊夢』及『講廢
話』。」

認處理「長毛事件」親疏有別
就「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
毛」早前虛構稱有人「一億元買
票」，陳偉業死撐稱，「長毛」言
論「不構成謊言」，只是「不恰當
地」把「夠養兩世」說成「一
億」，「這正是『長毛』的可愛，
他本可隱瞞事件，但卻選擇公開回
應。我承認我是親疏有別及雙重標
準的。」

他續說，是次補選還有一層意義，就是可以通過選舉
結果，分析在經歷違法「佔領」及政改爭論後，選民投
票取向有否改變。這對明年立法會換屆選舉部署十分重
要，將直接影響到各黨派取得議席的數量。

籲有「超級區議會」潛質者出選
該建制派人士認為，若建制派決定「落場」，應該派
出新人出選，初步構思應由有潛質出選「超級區議會」
（區議會（第二）界別）者出選，因為「超級區議會」
候選人須走遍全港，是次參選可以增加其知名度、鞏固
票源，也不會影響地區直選部署。
他認為，最終人選誰屬，仍要參考今年底區議會選舉
結果而定。他以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為例，指當
初公民黨「大佬」本屬意由她出選 2012 年的「超級區議
會」，但她在 2011 年區議會選舉時敗北，失去區議員資
格，令一切變成空談。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退修營」研續玩「不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員計劃於下月 26
日舉行「退修營」，共商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後的未來路
線。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昨日在「預備會議」後稱，
「退修營」將商討下個立法會年度是否繼續與建制派協調議
會內各委員會正副主席人選、未來「不合作運動」模式、爭
取重啟「政改五步曲」等。

商派員參加 2017 年特首選舉
據悉，各反對派政黨會研究繼續派員參選 2017 年特首選
舉，若最終決定「杯葛」，他們不會派人出選 2016 年底舉行
的特首選委會選舉，但細節有待各政黨各自商討後才有定
論。

蘇錦樑盼速設創科局 嘆拉布無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鄭治祖）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立
法會財委會調動議程後，將優先審
議 11 項與民生有關的撥款。商務
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上圖，
張偉民 攝)昨日出席天津自由貿易
試驗區香港招商推介會後，未有回
應創新及科技局何時能成立，只強
調會加強與議員的溝通。
蘇錦樑表示，希望議員聽到市
民和業界支持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的訴求，當局會盡力解答議員疑
問。他指會聯繫不同組別的議
員，介紹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程
序和方向，希望議員配合。
他認為，拉布對社會、科技、
經濟發展沒有好處，希望議員展
示誠意和配合，為香港經濟、科
技發展盡力去做。

仍未獲亞視股權變動申請

蘇錦樑又表示，通訊事務管理
局目前仍未收到亞視股權變動的
申請。

阿湯專注「民主思路」
將約見政改持份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議員湯家
驊(右圖，劉國權 攝)日前
宣布退出公民黨並辭去議
員職務。湯家驊昨日稱，
他未來會專注其牽頭成立
的平台「民主思路」的工
作，包括聚焦修補「社會
裂痕」，並會在短期內約
見香港政改不同持份者，
包括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等，隨後並會進行民意調查及系列研討
會，爭取以一年時間處理好香港內部問題。
湯家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他未來會專注
「民主思路」工作，及致力培養具質素的青年參
選，「『民主思路』首要工作是修補『社會裂
痕』，包括行政立法關係、社會與政府關係、中
央和香港關係等，短期內並會約見政改不同持份
者，包括政務司司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泛民』黨派及建制派黨派，初步反應正面。」
湯家驊又稱，他未來會爭取更多人加盟「民主
思路」，並會尋求商界的經濟支持，「我昨日與
數名心繫民主發展的商界人士會面，他們均期望
『民主思路』為香港帶來另類選擇，初步反應正
面。雖然未知是否祝福，我期望可獲商界的經濟
支持。」「民主思路」約見不同持份者後，將進
行幾輪民意調查及舉行系列研討會，以一年時間
處理好香港內部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