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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想溝通須理性
中央邀有商有量者赴京是好開始 籲討論政策勿「阻地球轉」

北京日前舉行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
儀式，獲邀出席的鄭耀棠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指，是次活動有深層意
義，能喚醒全民積極性，尤其是美國重
返亞洲後對中國威脅大，相信閱兵能宣
示國家實力。今次閱兵他最大的感受，
是可以緬懷過去歷史。
他續說，香港有3名反對派中人有機

會參與是次閱兵儀式是一件好事。當
然，更多反對派中人可以獲邀則更好，
但他理解中央考慮邀請名單時屬意安全
系數高、「有商有量」的人，絕不會邀
請「搞事」者到北京，而此舉並不涉及
所謂中央要分化香港反對派的問題，
「上海（之行）也好，深圳也好，反對
派有些人在搞搞震、到街頭派單張。大
佬，點可以咁樣做！」

一兩次會面難證關係改善
對於港澳辦官員先後在香港及北京會

見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和「民主思路」召
集人湯家驊，鄭耀棠形容這是一個好開
始，也可說是中央的刻意安排。反對派
否決政改只是「嘴硬」，實際上很想和
中央溝通。他相信，中央會選擇與部分
可以合作的反對派中人溝通，但是否意
味中央在政改後對反對派態度有轉變，
就不能單憑一兩次見面就看到，「溝通
是雙向的。」
鄭耀棠又點名批評香港「支聯會」等

反對派一直要求「結束一黨專政」，除
非他們放棄，否則不會有機會與中央溝
通。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早前

指，中央希望香港的反對派成為「忠誠
反對派」，鄭耀棠說，在資本主義制度
下一定有反對聲音，任何一個政府都不
怕有反對派監察施政，「無反對派存在
反而覺得不是『一國兩制』。」

創科局拉布顯反對派橫蠻
不過，他以創新及科技局撥款遭「拉
布」拖延為例，奉勸反對派需要理性，
在政策上不能橫蠻硬來，「阻住地球
轉」。

另外，鄭耀棠在節目中又被問到是否
支持香港特首梁振英連任。他說，工聯
會未討論有關問題，目前言之尚早，但
強調對方有理想、有抱負，具有山東漢
子性格，做事「有前無後，打死罷
就」，只要相信事情對市民有利就會勇
往直前。他又強調，特首要做好人更容
易，但就無法解決長期積累的社會問
題，現在令他擔心的是有人不喜歡梁振
英，無理「拉布」令議案不獲通過，要
他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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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早前在

香港與民主黨領導層會面後，多名香港反對派中人在獲邀到北京出

席閱兵儀式時，也獲安排與中央官員交流。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特

區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昨日指，是次安排不存在分化香港反對派，

而是好的開始，又相信有更多反對派中人獲邀當然更好，但溝通是

雙向的，他理解中央考慮邀請名單時屬意安全系數高、「有商有

量」者，絕不會邀請「搞事」者。反對派要與中央溝通，今後就應

該理性討論政策，不要再「阻住地球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訪港
旅客人數及消費力減少拖累旅遊零售業
萎縮，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昨日批
評，香港的所謂「本土派」等激進示威
者「趕客」，建議特區政府擴大「一簽
多行」政策，開放讓更多內地城市旅客
來港旅遊，振興本港旅遊業。

指毛孟靜發起「拖篋」傷港最甚
鄭耀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環球經濟不理想及內地經濟下滑，都
造成香港經濟隱患，令香港旅遊零售
業下滑。惟對香港「最傷」的，是公
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發起「拖篋」
行動及「本土派」趕客，對着遊客
「指口篤鼻」，甚至「鬧人、打人、
踢人」，而「趕客容易請客難」，
「（香港）作為好客之都為什麼趕
客？本質上錯到不得了，世界上沒有
地方會趕客！」

東北客富有 不走水貨
他認為，特區政府要重振香港旅遊零

售業發展，應擴大「一簽多行」政策，
開放讓更多內地城市的旅客來港旅遊，
又透露自己在內地接觸不少東北城市的
領導，他們都希望他向特首反映，讓更
多東北城市的民眾能以個人遊來港旅
遊，又指不少東北旅客都很有錢，且不
會走水貨。
除了特區政府出招，鄭耀棠強調，香

港內部應先解決政客和「本土派」「趕
客」的問題，不要再做一些針對旅客的
行為，又指想舒舒服服不要太多人來港
消費，還是想香港經濟好增加收入，兩
者需要取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大學校
務委員會決定本月處理副校長任命，有反對派
中人宣稱校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一直在刻意阻
攔任命。校委會委員文灼非昨日反駁指，外界
對梁智鴻的批評不公道，並強調梁智鴻早於7
月已提出盡快在9月議決建議，最終會議遭到
干擾未能落實。他形容，副校長延遲委任的風
波，令校委會陷入空前的誠信危機，但校委會
必須確保大學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不受損，相
信校委會會堅守信念，不偏不倚的討論副校長
委任議程。
文灼非昨日發表《香港家書》，憶述與梁

智鴻共事8年經歷過好幾次的「港大風波」，
包括：在前任校務委員會主席馮國經領導期
間，處理大學教師工會主席不滿未能退休後延
任，質疑受到不公平對待。當時，校務委員會
馬上成立專責小組，委任梁智鴻擔任主席，並
由特區終審法院法官陳兆愷與他成立三人小
組，最終維持投訴人未能延任的決定。
自梁智鴻接任校務委員會主席後，致力改

善大學管理層與校委會的關係。文灼非形容，
梁智鴻與前兩任校委會主席楊鐵樑及馮國經不
同的是，梁智鴻是醫學院資深校友，也在母校
授課，對港大有很深厚的感情與認識。上任
後，他對港大如何邁向更好發展，心中有一個
藍圖，包括：增加副校長人數、加強與10個
學院聯繫、建議所有院長可旁聽校委會會議
等。

「818事件」設調委會 終還港大公道
文灼非提到2011年的「818事件」。他形
容，事件對母校傷害極大，出事後大學方寸大
亂，時任校長的徐立之受到嚴厲攻擊，有校友
更要求管理層舉辦公開的交代大會，當夜管理
層被校內外人士指控情景還歷歷在目。事件後
不久，梁智鴻很積極幫助大學進行危機管理，
並當機立斷成立了「818事件獨立調查委員
會」，經過深入調查，還了港大一個公道。
他坦言，近日的副校長延遲委任風波，考

驗比之前面對的風波更大，「事件令校委會陷
入空前的誠信危機。由於校委會討論內容多屬
於機密，事情來龍去脈有理說不清；7月底會
議後維持原來議決，當晚幾十個港大學生與部
分校外人士衝入會議室阻礙會議進行，引起社
會極大反響。梁智鴻與校長盡力排難解紛，與
在場學生對話到深宵，真是情何以堪！」

指梁早有決議期 無奈會議受干擾
文灼非批評，外界批評梁智鴻刻意阻攔副校長任命並

不公道，「他在7月會議已經提出盡快在9月議決建議，
但因會議遭到干擾沒有落實。我很同意校委會要確保大
學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不受損，也相信委員不偏不倚的
討論委任副校長議程。在即將來臨的校委會會議，我衷
心希望以梁智鴻過去面對多次風波的豐富經驗，順利化
解危機，帶領港大走出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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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公民黨成
員、「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獲邀到北京
出席閱兵儀式，閱兵翌日，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副主任馮巍及其他北京官員分別
與他會面，談到「一國兩制」長遠發展、國
家與香港兩地關係等議題。湯家驊昨日返港
會見傳媒時表示，「民主思路」的重要目標
是在政改被否決後，為中央與反對派開設新
溝通道路，希望未來一兩年內改善雙方關
係。但他估計未來12個月，因為區議會等選
舉，相信中央與反對派關係暫時不會有突破
性改變。
湯家驊昨日透露，馮巍在7月曾聯絡他，表

示希望可以會面，但直至前日雙方仍未確實
會面時間。他在出席閱兵儀式後，多留在北
京一天就是希望爭取會面機會，認為今次會
面是「因利成便」，但事前不知道會與王光
亞會面。他形容會面氣氛輕鬆，相信是因為
大家都沒有受政改的壓力影響。
他透露，是次會面主要談到「一國兩

制」、香港長遠民主發展、中央與反對派關
係，及「民主思路」重要工作和目標，並介
紹了「民主思路」各成員背景。他向對方
說，希望於香港收集意見後有機會與北京智
庫學者及官員交流會面，為中央及反對派開

創新溝通道路。
湯家驊又透露，自己還和其他中央官員見

過面，但他表示未事先徵詢對方意見，他不
便透露。

幾場選舉臨近 料年內難有突破改變
他稱，中央及反對派目前最大的「落差」在
於，雙方對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的「理解與期
望不同」，故呼籲香港社會勿對他昨日的「工
作」有「過分期望」。尤其是未來12個月，香
港有幾場選舉，傳統上中央與反對派關係會非
常緊張，故相信未來12個月中央及香港反對派
的關係都不會有突破改變。自己已辭去立法會
議員及公民黨職務，所以在區議會選舉期間，
與中央交流的危險性較低。
湯家驊認為，下一個雙方溝通的推前口是

區議會選舉後、全國人大再開會前，即今年
底至明年初，「改善關係是長時間工作，不
是一兩次會面可以達到目的。」
被問及他何時會有機會再與中央官員會

面，湯家驊指要視乎「民主思路」在香港收
集市民意見的進度、中央的反應及政治氣
候，又期待會面可在北京進行。對於期望與
什麼官員會面，他認為言之過早，但希望是
掌管香港事務的官員。

湯家驊冀闢新溝通「路」改善反對派與中央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區議會換屆選舉臨
近，反對派近日不斷借炒作地區議題，為選舉造勢。
工黨副主席譚駿賢日前聲稱，屯門友愛邨部分相連單
位洗手間欠缺U型聚水器，令污水臭味傳至相連單
位，「威脅居民健康。」房屋署回應指，公屋污水排
放系統按《建築物條例》的標準設計，U型聚水器是
系統的必要部分，強調倘保養得宜，絕不會引起任何
衛生問題。屯門友愛北區議員陳雲生指出，友愛邨兩
戶共用U型聚水器符合相關法例，並不點名批評譚駿
賢為了選舉胡亂炒作，散播「威脅論」。
譚駿賢於上月底接受傳媒訪問時聲稱，友愛邨有相
連單位的地下排污渠互通，有臭味經排污渠傳至相連
單位，更聲言擔心病菌可循相同途徑傳播，有可能重
演2003年「沙士」時，淘大花園污水系統成為傳播病
毒渠道的慘劇，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協助有關單位安裝
U形聚水器，阻隔氣味流向其他單位。

房署：U型聚水器是必要部分
房署前日向居民發出通告指，公屋污水排放系統按

《建築物條例》的標準設計，友愛邨和全港其他相同
樓型一樣，全部便溺污水及廢水管裝置均設有適當的
隔氣彎管（U型聚水器）和排氣管，這是污水排放系
統的必要部分，而洗手盆、花灑的廢水都是經地台去
水，再經U型聚水器流出大廈排污渠，因此可避免U
型聚水器乾涸。
房署強調，即使相鄰單位共用一組U型聚水器，倘

維修保養得宜，室內排水管絕不會引起任何衛生問
題，重申房署一向嚴密監測公屋排水系統，確保運作
正常。房署又指，友愛邨過去極少收到有關異味的投
訴，亦從無病患傳播個案，但住戶如發覺有異味或懷
疑水管損壞，可聯絡該署提供協助。
陳雲生昨日在其facebook表示，他早前與友愛南區
議員曾憲康、邨內各互助委員會約見房屋署官員了解
事件，獲悉兩戶共用U型聚水器不但符合相關法例，
也沒可能像淘大花園出現U型聚水器乾涸現象。

質疑工黨設辦10年一直不提
他又說，自1981年出任友愛邨互助委員會主席至

當選區議員，一直甚少收到類似投訴，質疑工黨在該
邨已開設辦事處逾10年，「假如真的存在此問題，
為何要留到區議會選舉前才炒作？背後動機大家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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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灼非表示，梁智鴻早在7月已提出9月議決「副
校」，只是會議遭到干擾而未能落實。 資料圖片

■張建宗訪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與接受復康治療的院友交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北京
閱兵期間，國務院港澳辦官員會見了原屬
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昨日表示，中央了解香港的情況，
但中央官員如能以面對面的形式與不同陣
營的政黨會面討論，一定會有好處，反對
派議員對談後也會有所啟發，他期望未來
雙方能有更多機會溝通、接觸和對話。

須真正擁護國家統一
曾鈺成昨日在一公開活動指出，與中央溝通的前提底線，是對

方願意真正擁護國家統一。目前，絕大多數香港反對派議員都接
受國家統一，及接受國家政策，在這基礎上，反對派議員是可以
溝通的，而在「一國兩制」下，即使不擁護共產黨，只要真正擁
護國家統一，也可稱為愛國者，也可以合作，希望最終大家沒有
任何障礙和芥蒂。
被問到他能否協助更多反對派議員與中央會面，曾鈺成說，如

果能做到任何事，他都願意，但強調這不是願不願意協助的問
題，而政改只否決了兩三個月，雙方關係難免緊張，希望之後較
好。

中央晤港政黨 曾鈺成：有前提底線

■曾鈺成 莫雪芝 攝

張建宗訪深頤康院探港長者

香港文匯報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
到訪深圳鹽田的香港賽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
院，了解香港長者在廣東院舍住宿照顧服務試
驗計劃下的生活情況，並實地視察該院提供的
護理及安老服務。
張建宗昨日在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譚

贛蘭和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彭
潔玲陪同下到訪深圳鹽田的香港賽馬會深圳
復康會頤康院。
抵達後，他聽取了香港復康會主席張偉良

簡介頤康院的日常運作和服務。院舍由香港
復康會營運，自2006年起在深圳鹽田提供以
香港長者為主要對象的安老院舍服務，包括
個人照顧、護理服務、治療運動和社交康樂
活動等，目前約有130名香港長者入住。
其後，張建宗在院長莫思傑陪同下參觀院舍

復康部的設施，觀察該院為治療認知障礙症而

設計的遊戲活動。他又與院友及其家人交談，
深入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內地養老的需要和
對試驗計劃的意見。

尊重長者選擇養老模式和地點
他表示：「政府尊重長者就其養老模式和地

點的選擇。試驗計劃只為有資格獲得受資助的
長期照顧服務，而又希望在內地養老的長者，
提供多一個選擇。」
社會福利署在2014年至2015年開始推行試

驗計劃，向兩所分別在鹽田和肇慶營運安老院
舍的非政府機構購買宿位，讓正在中央輪候冊
上輪候入住資助安老宿位的長者可按本身的意
願和考慮自願選擇入住。長者參與試驗計劃
後，住宿費用全數由政府資助。現時共有72名
長者已透過參與試驗計劃入住相關院舍，其中
59名居於頤康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