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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團結實幹爭民心
孤立反對派逼其反思務實 行政立法關係可望改善

大埔新富區會補選 投票率42.5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大

埔區議會新富選區昨日舉行補選，
填補當區原區議員、經民聯羅舜泉
的空缺。在當區8,649名已登記選民
中，共有3,680名選民投票，投票率
為 42.55%。工黨候選人郭永健以

1,392票勝出，擊敗獨立的何萬傑
（1,147票）及羅舜泉兒子、報稱獨
立的羅曉楓（1,111票）。
郭永健為工黨秘書長，曾於「佔

領」行動被捕，也曾因工黨主席李
卓人涉嫌收受「禍港四人幫」之

一、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的捐
款而被廉政公署調查。他又涉嫌在
選舉期間抹黑對手，選區內前日出
現多張聲稱是「香港教育學院學
生」支持羅曉楓的海報，海報印有
並非羅的政綱的「我要真普選」口
號及雨傘標誌，不過他聲稱不會做
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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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特首顯溝通誠意 改善關係好開始
特首梁振英早前提出構建新型行政、立法

關係，並隨即積極行動，分批約見不同黨派
議員討論經濟民生。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日前在訪問
中肯定梁振英與建制反對兩派主要政黨的溝
通誠意，認為有關對話對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以致和建制派合作都是好開始。
在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上月中被否決

後，梁振英率先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出優
先處理11項民生撥款項目，明言想與立法會
議員建立新型合作關係，希望得到議員積極
回應。他其後又分別約見公民黨和民主黨，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早前在會面後便形容交流

「坦率」，亦「沒有反感」。

「有對話是好的」
被問到有意見指，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應多

與立法會各黨派溝通加強合作，譚惠珠坦
言：「近來改善了，連民主黨走出來都歡天
喜地很開心，有對話是好的。」
事實上，為處理鉛水事件，梁振英日前又
在特首辦與建制六大黨派會面約半小時，商討
處理方案，充分聽取建制派如何
回應反對派引用特權法和成立獨
立調查委員會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

網友自發擺街站 邀市民祝福CY

反對派搶食「政治甜品」

譚惠珠在訪問中表示，政改爭議本已
相當對立，目前為止，又沒有新議

題促使大家共同參與。縱使經濟民生是
好議題，然而，有利香港長遠發展的創
新及科技局都被拖拉，在這情況下，確
實令人擔心特首梁振英在餘下任期內，
行政、立法關係難以改善。

區選臨近 氛圍變泛政治化
她進一步指出，今年11月舉行的區議
會選舉，和明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期
間，每個人都會從選票角度考慮事情。
在這情況下，便難將香港全局發展的長
遠利益放到最前。於是，令本可容易解
決的問題變得複雜，氛圍變得泛政治
化。選舉期間，政黨之間亦會相互抨
擊，影響整個立法會和特區政府之間的
關係。這兩年選舉年，即使沒有政改這
個重大分歧，各界亦應有心理準備，行
政、立法關係不會有明顯改善。
被問到要如何解決這個困局，譚惠珠
直言，本希望透過如期落實2017年普選
特首，讓特首和行政主導有一個更堅
固、堅實的群眾基礎，現時這個機會錯
失了，未來如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便要先從建制派着手。
她解釋，香港的建制派在立法會佔多
數，「外國政府如果在國會能像香港建
制派擁有這樣大的百分比，相信政綱已
可落實，為何我們什麼都做不到？這值
得建制派先問有否做好自己應做的工

作、應盡的責任。」

實績讓人看到 回復市民信心
她說，特首在立法會內並非由一個

政黨支持，要改善香港這種情況，要
靠建制派同心協力，在對香港全局、
長遠、市民福祉有實效方面的議題
上，如創科局、房屋、基建等，可和
特區政府視野一致或接近，然後一條
心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就能令特區
政府和建制派有實績讓港人看到，回
復市民對特區政府和建制派在建設香
港上強而有效的信心。
譚惠珠續說，這樣一來，爭取到民

心，變成反對派是為反對而反對，引起
市民失望甚至反感。即使這樣也許是緣
木求魚，但首先還是要建制派取得政績
和民心，反對派就會知道自己支持少，
從而開始思考務實建設，令市民對他們
重拾信心，逐漸建立起理性的反對派。
「香港現有的，並非理性的反對派，近
來激進反對派又抬頭。香港如能成功打
造到一個理性反對派，會是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一個最好的答案。」
至於建制派自身，譚惠珠寄語一定要

團結，否則「豈可想像反對派和你團
結？」而且，建制派不團結，立法會亦
只會是一盤散沙，「反對派不支持實效
政績，建制派自己又撐不起，剩下特區
政府自己做，但又被反對派拖後腿。去
到尾係我同你大家坐響到的損失。」故
此，為了香港市民，建制派頭一件事，
便是放下嫌隙，一條心和特區政府，在
有共同理念的議題上，做好政績。

批「本土」井底蛙 終累港沒落
近期一些所謂「本土」組織鼓吹「港

獨」，譚惠珠批評，香港根本是彈丸之
地，還講本土只能是井底蛙。她認為，
只靠「本土」只會「塘水滾塘魚」，知
識、企業和視野是很少和有限，「本土
主義」最終只會令香港沒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28名「普選殺手」否決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後，外界

關注行政、立法關係繼續僵持。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譚惠珠日前接受本報

訪問時指出，在沒有普選的前提

下，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存在

困難，但只要建制派能在香港全

局議題上和特區政府視野一致，

自身又能團結齊心，多做實績爭

取民心，可望孤立反對派，逼其

反思務實的重要性，從而改造反

對派理性問政，最終仍有望在

「後政改」時期改善行政、立法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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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特首梁振英表明會在
「後政改年代」集中火力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指出，特
區政府要有更大的政治能量
才能有效推動經濟與民生發
展，如創新及科技局被拖上
3年，反映純為拓展經濟的
措施也會被政治原因所影
響，故特首在特首普選決議
案被否決後已着手政治工
作，包括約見各反對派政黨
等，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
以創造有利於特區政府推動
經濟和民生的政治環境。

成立創科局
歷時3年未成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個研
討會後坦言，在目前香港的
政治形勢下，發展經濟及改
善民生均無法完全脫離政治
環境。她以創科局的撥款申
請三度無法在財委會通過為
例，「大家看得很清楚，明
明是一個拓展經濟的施政措
施，想成立創新及科技局，
但是都是因為政治的原因，
經過了3年的時間、3次的
嘗試都未能夠成功。」

餘下兩年
不放棄做政治工作
特區政府表明會在「後政
改年代」專注拓展經濟和改
善民生，林鄭月娥指出，政
府應有更大的政治能量才能
有效推動經濟、民生和管
治，故本屆政府在餘下兩年

任期不會放棄做政治的工作。事實上，
特首在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後翌日已
着手政治工作，包括加強與立法會議員
的溝通、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和讓社會有
更多機會透過諮詢或公眾參與向特區政
府表達有關施政的意見。
她續說，特首在這段期間也展現出誠

意，將財委會審議的11項經濟民生議題
放在創科局的撥款申請之前，又邀約公
民黨和民主黨等反對派議員會面，而她
亦與立法會湯家驊議員所發起的「民主
思路」會面等。特區政府今後會繼續進
行政治工作，並冀創造到一個較好的政
治環境，以利政府推動經濟和民生工
作。
被問及曾鈺成指曾聞有中央官員打算

修改香港基本法一事，林鄭月娥強調，
她完全無聽過有關的消息。

多個公共屋邨食水被驗出含鉛超標，
適逢今年11月區議會選舉臨近，事件
成為包括建制、反對兩派主要政黨搶食
的「政治甜品」。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認為，現

在應最先協助特區政府處理好補救、檢討和
改善工作，附和動用立法會「特權法」或只
懂問責，只會令特區政府現階段用大量精力
應付「搶食甜品」的問題。她提醒建制派有
責任本着市民福祉是其是、非其非，面對選
舉亦要避免隨波逐流，才最有利特區政府徹
底解決事件。
譚惠珠在訪問中指出，鉛水問題是歷史遺

留下來的問題，她不認為市民現時會把責任
放到現屆特區政府身上，但是處理得好不
好，現屆特區政府要承擔，這是危機處理的
問題。建制派一定要站在市民健康角度設
想，支持特區政府一系列工作，包括檢測、
驗血、修改法例、控制監督標準等一籃子措
施，不要只是指摘。
她續說，問題既已發生，現在便應協助特

區政府把這一系列問題盡快理順，才真是為
港人謀福祉。如果一開始就搞「特權法」，
「拉晒官員去審，這段時間官員又如何能有
精力時間去做這一系列的補救、預防和改善
工作呢？」

應避免打亂政府工作步驟
譚惠珠強調，建制派可以是其是、非其

非，承建商或水務局要問責便問責，但建制
派在選舉面前，也應避免打亂特區政府的工
作步驟。「如果個個都為選舉，認為這是很
大的『政治甜品』，人人搶食，這樣特區政
府便要用大量精力去應付『搶食甜品』的問
題了，這對解決問題、透徹改善沒有甚麼幫
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網民自發
組成的「SUPPORT CY LEUNG （支持
梁振英）」團體，昨日在北角設立街站，
邀請市民向特首梁振英寫上心意卡，在他8
月生日時向他送上祝福，以表達支持心
意，不少市民參與。召集人麥小姐表示，
會將心意卡連同生日祝賀短片，在CY生日
當天送到他手中，希望他能繼續努力為香
港服務。
該團體於昨日下午在北角港鐵站外設立
街站，準備了約500張心意卡，讓市民寫上
對特首梁振英的生日祝福。較市民在卡上
寫上「生日快樂」、「加油」、「努力」
等，亦有市民希望CY能保持身體健康，或
希望他能與不同派別的人物有更順暢的溝
通，令施政更加順利。

團體冀沉默者有機會發聲
團體召集人麥小姐指出，其實社會上仍

然有不少人較少主動表達自己支持特區政
府或支持梁振英的立場，設立這些街站，
可以令沉默的人有機會發聲。到場擔任義
工的鄧德德則表示，「佔中」產生逆向動
員，令不少人醒覺，到過來發現原來特區

政府不是這樣差，令更多人支持特首。
不少市民都自行走到街站寫心意卡。韓

先生認為，梁振英的政府已經不錯，因為
他是有心為低下階層做點事，而無論最後
結果如何，最少已顯出他的決心，「比起
上屆不太工作，現屆的已很好，特別是房
屋問題上。例如在長者福利上，他也有工
作，多多少少也好，不少長者都能受
惠。」

市民讚特首為港人福祉出發
何先生指出，梁振英整體而言都是為市

民的福祉出發，包括房屋及其他民生方面
都很努力。他認為，雖然其他人會批評梁
振英有不少問題，但他認為在管治的大方
向上，梁振英是向正確的方向出發，幫助
香港市民。「拉布與他無關，而他自己的
本分他自己都已做好。事實上，拉布就是
影響香港市民，例如近期的創科局撥款，
明明是香港未來發展之路，何必要影
響。」
趙女士表明，她支持梁振英是因為其

「上落無障礙出入更自在」政策。「以前
我們怕上落樓梯，現在很多天橋都有升降

機，這是梁振英推出的。」此外，梁振英
推出的「長者2元乘車優惠計劃」也是好的
事，而且又理解要擔任這份工作並不容
易，身為市民應該支持為香港做好事的
人。她又希望那些經常拉布的議員停止有
關行為，不要「阻住市民、阻住全世界」
，更質疑他們想將香港變成一個什麼的地
方。

自稱「柴灣小市民」的梁小姐表示，以
前在大學年代對特區政府十分不滿，但現
在工作了兩年後，才發現當初所想的理念
太「烏托邦」，也漸漸明白政府的難處，
「一個勞工政策，以前我只會從勞工角度
想，現在我也會從中小企的角度想。我開
始覺得梁振英不是以往所想的差，覺得他
的政策其實對香港市民是有利的。」

香港文匯報訊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拉布再次延遲創
新及科技局的成立，其中自稱為「業界代表」的資
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難辭其咎。新聞統籌專員馮煒
光今日在報章撰文，批評莫乃光在成立創科局一事
上缺乏承擔、政治勇氣及政治智慧，質疑他無資格
代表資訊科技界。

馮煒光撰文批只知效忠「泛民」
馮煒光在該篇題為《莫乃光，還能代表業界嗎？》
的文章中，批評莫乃光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議創科
局相關撥款時有「三缺乏」，一是承擔：「40多個業
界團體曾經和莫乃光一起聯署，要求立即成立創科
局，莫乃光是業界代表，政府急，業界急，莫乃光不
急，請問莫乃光如何面對業界及自己？」
文章又批評，莫乃光第二個缺乏是缺乏政治勇
氣，因不敢得罪其他反對派議員而不敢為業界說
話，不敢批評也不敢掙脫綑綁，以「泛民」而非資
訊科技界為效忠的對象。
三是缺乏政治智慧。文章質疑，莫乃光聲稱特區
政府要求加會審議創科局是「政治鬥爭」，倘莫乃
光真心相信這個判斷，理應「將計就計」，讓創科
局盡快通過，然後監察該局如何「不濟」，而不是
繼續容忍拉布，讓「泛民」議員坐實拉布議員的罪
名。「今後『泛民』議員讓市民尤其資訊科技界選
民記得的是：『泛民』=拉布。對此，莫乃光應記
『首功』。」
馮煒光在文章中質疑道：「一個在重大業界問題
上缺政治智慧、乏政治勇氣、無政治承擔的業界議
員，還可以為業界做甚麼？」

團體擺街站籲民「遠離法輪功邪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邪教「法輪功」在港

遺禍10多年。他們經常通過大量的宣傳手法，企圖迷惑
香港市民，破壞社會穩定。昨日，該組織以「反迫害」
為名在鬧市發起遊行，有團體難忍組織惡行，更擔心組
織會破壞特區政府施政和安定，故在港島不同區域擺設
街站四出呼籲市民遠離此組織。
全球華人反邪教暴行（香港分部）昨日趁邪教「法輪

功」擾亂社會16周年時，四出到港島不同地區如中環、
銅鑼灣、北角等地方擺設街站，其間高舉「遠離法輪功邪
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社會安定發展」、
「珍惜生命」、「鏟除法輪功邪教」、「公審李洪志」等
標語，並呼籲途人遠離此迷惑人心的邪教。
有不願上鏡的參與者狠批，「法輪功」支配教徒多

年，為他們進行思想改造，更令他們時常透過犧牲自己
而危害公眾安全，甚至擔心在現時香港政治環境下，會
擾亂特區政府施政，並為社會添煩添亂。
「法輪功」勢力遍佈全球。在香港，他們就在多個重

要商業區、旅遊景點、交通樞紐等非法佔據公眾地方，
又經常展示恐怖宣傳橫額，引起公眾不安，對途人造成
極大滋擾，甚至影響市民心智。有愛國團體如「愛港之
聲」也曾批評他們的惡行，過去有不少市民都表明「非
常睇唔過眼」。

■譚惠珠籲建制派團結，一條心與政府做好實績。 鄭治祖 攝

■市民在街站簽名撐CY。 劉國權 攝

■反「法輪功」邪教的街站。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