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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7月開始爆發的鉛水事件，目前還有
發展蔓延的趨勢，昨天又有一間小學驗出有食
水含鉛量超標，預計未來還會有更多學校或屋
邨發現類似問題。因此，解決持續而且不斷擴
大的食水不安全問題，已經成為政府面對的一
場「持久戰」。特區政府除了成立法定獨立調
查委員會全面調查鉛水事件及採取一些具體措
施外，現時還應該透過跨部門工作機制，盡快
研究制定應對鉛水問題的全面方案，統籌相關
各個部門的應對措施和解決方法，以緩解社會
大眾的憂慮情緒，令「鉛水風波」早日止息。

自7月起，香港部分公共屋邨、居屋、私人
屋苑以致學校，相繼發現食水含鉛量嚴重超
標，發現「鉛水」的地方越來越多，範圍越來
越廣，暫時不知何時解決是一種現實的可能。
特別令人關注的是，接連有多家小學發現有食
水含鉛超標，開學在即，令人擔心學生的健康
會受到嚴重影響。特區政府教育局也馬上採取
措施，優先為有6歲或以下學童、2005年或以
後建成的學校安裝濾水器。社署亦會為特殊幼
兒中心及兒童院安裝濾水器。政府方面也解
釋，由於現時的化驗所都在忙於為公屋驗水，
故尚未能夠為所有學校全面驗水。政府相關部
門顯然是在自己負責的範疇內盡力了，但公眾
尤其是學童家長的憂慮絲毫未減。

回顧7月鉛水事件爆發以後，政府在7月中
召開了一次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跨部門協調會
議，然後，一發現問題，就由房署、水務署、

社署、食衛局及醫管局、教育局各自應對，缺
乏一個具有前瞻性的全面行動方案，主動進行
更有效的應對。很顯然，當局在「鉛水風波」
開始時，缺乏足夠的危機意識，沒有預料到事
情涉及的地方和範圍如此之大，持續時間會如
此之長。儘管特首在「鉛水風波」發生後不
久，就成立法定的獨立委員會進行調查，委任
了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慶偉、原廉政專員黎
年組成兩人委員會，分別擔任主席和委員，全
面調查食水含鉛超標的原因、檢視和評核現時
公共和私人樓宇食水供應系統的設計和建造
等，並就香港食水安全提出建議。但是，這個
委員會預計要在9個月後提交報告，對解決眼
下風波真可謂「遠水難解近渴」。

為今之計，面對「鉛水風波」不斷蔓延，政
府不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痛」，應該有一
個涵蓋所有相關部門的全面行動方案。尤其要
在優先處理公屋鉛水的同時，也應重視學校等
教育機構，尤其是9月開學後，學生們回到學
校上學，如果食水安全不能得到確保，政府將
無法面對這些學童和家長。建議政府全面協調
資源，在尚未確定食水含鉛的原因時，對學校
也採取類似保障公屋居民的措施，全面安裝濾
水器，並要盡快安排對所有學校的食水進行檢
驗，如果政府化驗所來不及做的話，也可以補
貼學校自行驗水，有需要的話，就應提供瓶裝
水來應急，以確保廣大學童的身體健康。

（相關新聞刊A9版）

制定全面行動方案 應對鉛水蔓延
昨日有團體入稟高等法院，就尖沙咀星光大道

擴建計劃申請司法覆核，要求康文署取消有關決
定並改以公開投標。司法覆核是一種解決各種爭
議的司法機制，任何機構和市民都有運用的權
利，以此保障自身或者公眾的利益。司法覆核的
最終目的，應是彰顯社會公平公義，而不應被濫
用成為刻意挑戰政府，阻撓社會進步發展的一種
政治手段。康文署與現有的管理公司合作，擴建
星光大道，是在平衡了現實可能及旅遊發展需求
後的一種折衷做法，城規會為了確保公眾利益也
作出了許多努力。而有關人士提出司法覆核的理
據，顯然沒有考慮現實情況，為追求「純粹的公
眾利益」而興訟，完全忽視了香港的社會發展及
提升旅遊業競爭力的迫切需要。

司法覆核是司法機關對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以及
公共機構行為合法性、合憲性的審查，其法理基礎
就是要維護法治，以確保負有法律權力和責任的
人，都要依法辦事。康文署解釋，在星光大道擴建
計劃中沒有公開招標，主要是面對着兩難的情況，
一方面星光大道設施陳舊，吸引力不足，而旅遊業
又急需拓展景點來吸引更多遊客；另方面，康文署
目前與新世界尚有九年的管理合約在身，這一法定
合約關係，注定了署方不能貿然就星光大道擴建進
行重新招標，否則便是違法的毀約行為。所以，如
果一定要經公開招標程序，康文署只有兩個選擇：
要麼與新世界解約，付出大筆公帑作為違約金；要
麼任由現有星光大道繼續老化九年。權衡之下，康
文署決定與現營運商新世界採取公私合作方式進行

新的一輪合作，發展和營運海濱，合作期也相應延
長到二十年。

依照有關程序，但凡項目不涉及政府收錢或投
資，亦不是採購或商業項目，政府本來就毋須一定
要招標。當然，發展和營運海濱，還涉及相關的專
門法律規定，涉及公眾參與問題，更涉及龐大資源
和公眾利益，社會對此存有疑慮，不足為奇。康文
署若能在項目提交城規會時便考慮到可能面對的公
眾質疑，並就相關安排充分向社會闡述理據原因，
尤其是強調與新世界尚有九年合約這一關鍵事實，
相信多數市民能夠平衡考慮客觀條件限制與旅遊發
展目標，贊同在一定的條款規管和公眾監督下，政
府以目前公私合營方式優化海濱，達至雙贏。新世
界現已負責星光大道管理工作，而新合作限定收益
要用於營運，合約結束時盈餘要撥交政府，條款釐
訂已相當小心。以「康文署未有就星光大道發展進
行公開投標及諮詢」為理據提出司法覆核，顯然無
視上述客觀現實。

推進任何一項施政工程，都需要兼顧公眾利益
和發展需要，還須考量現實背景下不同方案的可
行性。無論如何，拋開或刻意忽略客觀條件而一
味追求「純粹的公眾利益」，不僅不能滿足發展
需求和社會進步，還會間接損害公眾利益。皮之
不存，毛將焉附。一旦發展的目標無法達成，社
會競爭力得不到提升，公眾利益又以什麼作為基
礎？如果受司法覆核影響，海濱優化計劃變得遙
遙無期，此中利害，公眾相信會作出權衡。

（相關新聞刊A6版）

兼顧發展需要與公眾利益
A3 重要新聞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日表示，馮巍在26日訪港期
間，與香港民主黨領導層進行了會面，就香港政

治、經濟、社會等議題交換意見。中央政府官員與香港社
會各界各政團以不同的方式會面、聽取意見是正常的安
排。
該發言人續指，中央政府希望香港各界各政團全面準確
地理解和執行「一國兩制」方針，致力維護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和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在這一共同政治
基礎上求同存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共
同建設香港美好家園。

中央重視溝通 多種方式交流
事實上，中央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與香港各界包括反對派
政黨的溝通。自特區政府2013年底啟動政改諮詢以來，
中央政府不斷展現支持香港特區依法落實普選的高度誠
意，即使香港反對派執意要求在憲制框架外另搞一套所謂
「真普選」方案，主責政改的中央官員仍以各種方式，與
包括香港反對派在內的社會各界，理性溝通，凝聚共識。

早在去年4月的特區政府首輪政改諮詢期間，立法會安
排議員訪問上海，並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及香港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去年8月，特區政府分批邀請反對
派「飯盒會」議員與張曉明主任交流。8月21日，王光亞
主任、李飛主任等更南下深圳出席多場政改座談會，其間
單獨和反對派議員交流。在人大「8．31」決定出爐後，
李飛主任隨即抵港闡述方案。

「後政改」續晤反對派顯誠意
此外，在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前夕，全體立法會議員再次

獲邀到深圳，與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會面。可惜，儘管中
央推動落實普選的誠意和決心有目共睹，奈何反對派一意
孤行，綑綁否決了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斷送了港人的
「普選夢」。
縱然如此，中央在「後政改」時期，仍然繼續與香港反
對派政黨會面，再次體現落實「一國兩制」、全力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的誠意。

晤港各界聽意見屬正常安排
冀在共同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 支持特首港府依法施政

國務院
港澳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與香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人午

膳，是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後，中央官員首次與香港反對派會面。國務院港澳辦新聞發
言人昨日就馮巍與民主黨會面發表談話，重申中央政府官員與香港各界會面及聽取意見是正常安
排，並希望香港各界全面準確理解和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在共同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支持
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面臨籠裡「鴿」作反 劉慧卿：會面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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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
巍日前與民主黨領導層會面。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
兆佳昨日分析指，中央希望透過是次會面，讓港人明白
中央並非「鐵板一塊」，仍希望與大部分溫和反對派溝
通。多名建制派人士亦指，中央與反對派加強接觸溝通
是好事。
劉兆佳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馮巍與民主黨會面具有
特殊意義，相信中央希望藉此向港人發出清晰訊息，中央
並非「鐵板一塊」，仍希望爭取與大部分務實及溫和的反
對派溝通。他續指，中央在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前曾表明，
不論方案通過與否，中央會繼續與大部分反對派人士做朋
友，今次的會面是執行中央既定政策，而非影響本屆區議
會的選情，更非貶低特區政府及中聯辦的角色。
被問到港澳辦官員會否繼續約見其他反對派政黨或人
士，劉兆佳說不排除有此可能性，但估計中央也要先看效

果。至於能否做到定期與反對派會面，他認為言之尚早，
但強調會面可讓港人見到中央願意緩和局面。

曾鈺成：與中央溝通一定是好事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亦指，任何黨派

與中央溝通一定是好事，希望中央和反對派有更多接觸溝
通，而他事前對今次會面並不知情，但知道反對派和中央
一直有意願溝通。被問到會面並非由特區政府安排，他
說，港澳辦主管港澳事務，相關官員可直接與香港政黨接
觸。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歡迎中央與香港各黨派及各界溝通，

並期望民主黨回歸理性，與激進反對派切割。自由黨榮譽
主席田北俊也指，馮巍與民主黨會面是非常好的事，更希
望馮巍能與28名對特首普選方案投下反對票的議員及主
流反對派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與
另外4名黨員，日前在中環與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
午膳。但會面隨即觸發黨內部分「乳鴿」反彈，部分中
委批評黨內領導層與馮巍會面，一天後才向中委會交代
是欠缺透明度，又揚言擔憂區選臨近，會面會影響民主
黨的選情。劉慧卿昨日回應指，會面不是「先斬後
奏」，「若通知中委會，相信消息很快會被公開，導致
會面告吹」，認為做法符合黨內機制，否認黨內出現內
訌。

「乳鴿」批沒先知會欠透明
民主黨前晚召開記者會證實本月26日中午，於中環與

馮巍午膳，雙方就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交換意見。由
於此事預先並無知會黨員及中常委，故部分「乳鴿」昨日
隨即表達不滿。民主黨中常委區諾軒聲稱，雖然民主黨內
沒有明文規定，見京官前需要知會中常委，但認為「這類
會面對民主黨而言是重要的事，應該先知會，未必需要講
明會面對象，可只提及有機會與北京溝通」。
他又聲稱，擔憂今次會面令市民聯想到2010年民主黨
及其他反對派議員，曾經與中聯辦官員會面，而部分市民
未必支持，從而可能影響民主黨在今屆區選的選情。另一
中常委許智峯則稱，「市民對我們與北京官員會面很敏

感，當中他們都想事情愈透明愈好。如果黨內透明度足夠
的話，市民信心也會較大。」
對於一眾「乳鴿」的批評，劉慧卿昨日認為會面不是
「先斬後奏」，做法符合黨內機制。她稱，若先通知中委
會，相信消息很快會被公開，最終導致會面告吹。她並試
圖淡化黨內矛盾，稱每個組織一定有不同的意見，「如果
他覺得安排要改的話，日後與誰人見面，需要獲得批准才
可見面，日後便更改規矩囉。」

何俊仁指毋須黨內事先批准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則稱，根據以往程序，民主黨

與中央官員會面，毋須黨內事先批准，但要事後匯報。對
於今次與馮巍會面引來部分黨員擔心，他認為可以檢視程
序，但黨中委及大部分黨友都贊成民主黨繼續與中央溝
通，直接反映港人意見，認為不應放棄這個溝通途徑。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就

謂，民主黨與中央官員溝通並無問題，反對派政黨都希望
與中央有更好溝通。他又聲稱，民主黨主動召開記者會交
代，已是「開誠佈公」。
劉慧卿昨午也與梁家傑及工黨副主席何秀蘭開會，並決
定下星期五召開反對派「特別飯盒會」討論事件，相信會
為此次會面向各反對派政黨解畫。

劉兆佳：顯中央續與溫和反對派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
英昨晚宴請民建聯領導層及多名立法會議
員，就政治、經濟、民生等議題交換意見。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會後表示，與梁振英討
論了環球及本港經濟、學校食水含鉛等事
件，並希望特區政府逐步在全港幼稚園安裝
濾水器，梁振英承諾會積極跟進。據了解，
晚宴花了不少時間討論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馮巍日前與民主黨會面一事，據悉梁振英表
示「樂見其成」，強調特區政府長期希望促
進香港各政團與中央加強溝通。

晚宴歷時兩句半鐘
梁振英昨晚在禮賓府宴請民建聯領導層，

包括主席李慧琼、監委會主席盧文端、副主席
張國鈞、彭長緯、陳勇、陳克勤、周浩鼎，立
法會議員則包括譚耀宗、葉國謙、梁志祥、陳
恒鑌等，該黨創黨主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未有出席。晚宴歷時約兩個半小時。

特首「好緊張」幼園食水
李慧琼在晚宴後表示，會上與梁振英討論

環球及香港經濟，特別是股票市場動盪、零
售市道轉差等，希望政府多加留意。同時，
會上亦談及學校食水含鉛事件，要求政府逐
步在全港幼稚園安裝濾水器，以釋除家長憂
慮。李慧琼指，梁振英留心聆聽他們發言，
對幼稚園食水問題「好緊張」，並承諾與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積極跟進事件。

有民建聯成員透露，會上曾要求特區政府
盡快為全港幼稚園安裝濾水器，因為鉛水對
6歲以下小童影響最大，但特區政府認為不
適宜為私營幼稚園安裝濾水器。尚有（相關
新聞刊A9版）

陳恒鑌促加力打擊電話騙案
日前到北京與內地公安部討論打擊電話騙

案的民建聯議員陳恒鑌說，會上有向梁振英
表達對電話騙案問題的關注，並希望特區政
府加大力度打擊，因為部分案件牽涉跨境執
法和合作。他引述梁振英表示會積極跟進，
並指香港警方一直與內地相關部門有緊密聯
繫。

特首樂見馮巍會「鴿黨」
另有與會者透露，晚宴上花了不少時間討

論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與民主黨會
面一事，據悉梁振英表示特區政府長期希望
促進香港各政團與中央加強溝通，包括曾積
極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往內地與中央負責
香港事務的官員會面，故今次對民主黨與馮
巍會面是「樂見其成」。
有民建聯中人更笑言，黨主席李慧琼今年

曾兩度訪京，分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會見，其間她提
出希望中央與香港各界加強溝通，想不到民
建聯上月訪京後，馮巍便來港與民主黨會
面，今次民建聯可謂「成功爭取」。

六味餸冇廚餘 議員讚「啱啱好」
向來愛好大自然的特首梁

振英，平日放下繁忙政事公
務，最愛的就是在禮賓府翻
田種菜。梁特首昨晚在禮賓

府宴請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大家互相寒暄聊
天，無所不談。有民建聯中人會後透露，歷
時兩個半小時的晚宴，涉獵話題天南地北，
上至食水含鉛、股市走勢、教育政策，下至
梁特首的栽種心得，笑言題材涉獵之廣，幾
乎等同明年的施政報告。

除了民生議題，梁特首在禮賓府精心炮製
的農田，同樣大受議員歡迎。梁特首在會上
透露，他平日最喜歡在農田放草蜢，聆聽着
他最愛的蟋蟀叫聲，感受一下鄉村的田園氣
息；平日一旦有小朋友或學生參觀禮賓府，
梁特首都會專程帶他們參觀農田。有民建聯
人士形容，昨日會面氣氛非常愉快，六味餸
菜分量「啱啱好」，沒有廚餘，貫徹梁特首
的環保理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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