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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台灣「大選」，由「太陽花
學運」骨幹分子成立的「時代力
量」，在「立委」選舉中取得了5
席，成為了台灣政壇一股異軍突起
的力量。同樣在香港發動了一場違
法「佔中」的「學民思潮」召集人
黃之鋒，隨即表示「時代力量」與
香港「傘兵」有相似之處，而他們

「報捷」的結果，「對香港帶來啟示作用，值得香港
學運人士學習」云云。他並指希望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
中，有學運代表參選，將公民社會的聲音帶入議會，
造成世代交替。黃之鋒已經說得很露骨了，他的意思

就是向反對派政客喊話，必須「世代交替」了，必須
讓更多「傘兵」、學運人士走上政治前台了。但香港
立法會選舉與台灣「立委」選舉不同，黃之鋒的「學
運」一代要上位，反對派政客就要讓路，黃之鋒這次
擺明車馬就是要向反對派「逼宮」。
其實，黃之鋒對於政治的野心，早已不是秘密。
「學民思潮」雖然已成為他的獨立王國，但召集人也
不可能做一世，總有一日要讓位，黃之鋒不搞政治基
本上無事可做，自然要為自身的前途鋪路。筆者聽
聞，黃之鋒正在拉攏一些社運人士、「傘兵」組成一
個選舉連線，對準9月的立法會選舉，而且人選已有腹
稿。如果成績理想，有了立法會議席，就可以將連線

變成一個政黨，他黃之鋒就是創黨主席。
綜合政壇消息，黃之鋒早前已經與多名學聯前領
導、「傘兵」組織商討9月的選舉事宜，有人更拍心口
表示選舉經費他可以「搞掂」，現時他們已經成功協
調了4個區，包括「青年新政」游蕙禎出選九龍西，企
圖借助區選的氣勢再下一城，也藉着製造游蕙禎與梁
美芬「對決」之勢，炒熱選情；「土地正義聯盟」成
員朱凱迪出選新界西，主打鄉郊議題；黃之鋒親信
「學民思潮」前發言人黎汶洛出選九龍東，企圖借社
民連陶君行不再參選，而黃洋達又未明確表示參選之
際，吸納激進票源；香港島則打算由學聯秘書長「打
機聰」羅冠聰參選。
至於黃之鋒，他當然是躍躍欲試，但前提是要打贏
司法覆核的官司，放寬參選年齡以遷就他參選，如果
未能如願，就由他幕後操盤，這就是黃之鋒所打的真
正算盤。

黃之鋒的野心不可謂不大，但卻流於眼高手低，將
一班烏合之眾結集起來，就想成為香港「第三勢
力」，是把政治看得太簡單。首先，這班香港的所謂
學運人士，從來只有破壞，沒有論述、沒有政治綱
領，總之一味對抗建制、反政府，但反完政府之後怎
麼辦？問問「打機聰」，看他除了打機之外還懂什
麼？這些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要組成連線甚至政黨
只是黃之鋒的夢囈。
至於他們要做「第三勢力」。說穿了，就是要取反

對派而代之，要反對派政客讓出議席予他們這些政治
新人，讓他們成為「第三勢力」，這就是黃之鋒近日
動作頻頻的真正目的。但黃之鋒又憑什麼要反對派
「讓路」呢？「雙學」似乎還沉醉於「佔中」時號令
反對派的風光之中。但他們不知道的是，說到議席，
反對派從來是「寧予家奴，不讓外人」，看看民主黨
就知道了。

黃之鋒要做「第三勢力」志在向反對派「逼宮」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鍾氏民調」不說真話「一帶一路」是香港大機遇

「鍾氏民調」說假話及不說真話
對於施政報告有關「一帶一路」的措施，包括成立督

導委員會、「一帶一路」辦公室、設獎學金鼓勵「一帶
一路」國家學生來港升學，「鍾氏民調」聲稱60%市民
反對，只有21%贊成云云。實際上，施政報告有關「一
帶一路」的措施，受到廣大市民、各大商會和主流輿論
廣泛認同和讚譽，高度肯定施政報告提出具體措施配合
「一帶一路」建設，將為香港長遠經濟發展增添新動
力，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優勢。著名心理學家保羅．艾克
曼言（Paul Ekman）在《真實的謊言》（Telling Lies）
一書中，對民意調查被人利用、遭人操縱這一真實情況
作了深入的刻畫。他說，說謊的方式主要有兩種：說假

話及不說真話。「鍾氏民調」就是一貫說假話及不說真
話，這次配合反對派抹黑「一帶一路」誤導市民，是自
暴其醜。

施政報告全面演繹「超級聯繫人」角色
「一帶一路」貫通亞洲、歐洲和非洲的經濟合作走

廊，通過推動區內國與國及地區之間的基礎建設，以實
現政策、設施、貿易、資金、民心的「五通」。香港是
世界上「五流」亦即人流、物流、服務流、資金流、資
訊流最融通的地區。「五通」與「五流」融會貫通，相
得益彰，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
和民心相通，才能為香港長遠發展注入新動力。施政報
告對推動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高度重視，既是中央

的要求，更是要抓住機遇造福港人。
施政報告宣佈成立督導委員會，由特首親自主持，負

責制定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的策略和政策，並設立
「一帶一路」辦公室，負責推動研究工作，統籌協調相
關政府部門及貿發局、旅發局等機構，以及與中央部
委、各省市政府、香港的業界、專業團體和民間團體的
聯絡。香港本可扮演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
「一帶一路」為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創造了更大
空間，施政報告以務實可行的部署，具體而全面地演繹
了「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長遠促成民心相通
施政報告向「特定地區獎學金」注資10億元，每年
資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大學生來港升學，是希望
長遠促成民心相通，因為「一帶一路」國家的學生來港
升學後，肯留下工作是為香港增添人才，即使他們返國
發展，也有助當地加強對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地位
的重視，令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樞紐城市的地位
更加重要。
隨着內地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貿聯

繫，人民幣將進一步受到國際市場的廣泛認可，這有利

香港繼續致力推動香港離岸人
民幣業務的發展，讓金融服務
業在業務營運、風險管理和合
規等各方面創造更多職位，為
香港帶來質量兼備的效益。香
港在多個專業服務領域，包括
會計、法律和解決爭議、投資
環境及風險管理、工程、工程項目管理等，均擁有優秀
的人才和豐富的國際經驗。「一帶一路」亦將帶動內地
以及沿線地區對高端專業服務的需求，令香港成為「一
帶一路」的高端專業服務平台。

政府應多宣傳「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香港的大機遇，特區政府應多宣傳

「一帶一路」對香港的重要性。對此，施政報告已建議
幫助香港學生加深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識。教育局
要鼓勵中小學在相關課程加入「一帶一路」元素，令學
生對於「一帶一路」涵蓋國家的背景、文化、歷史，多
一些了解。同時，應鼓勵香港專上院校安排香港學生到
內地「一帶一路」重點佈局地區探訪及交流，加深香港
青年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識。

黎子珍

施政報告對香港參與「一帶一路」戰略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一系列具體政策，反映特首洞
悉先機，抓緊機遇，為香港作出長遠規劃。然而連日來反對派不斷誣衊施政報告有關「一帶
一路」的措施，由鍾庭耀主導的「鍾氏民調」配合反對派的污衊，聲稱六成人反對「一帶一
路」政策，再次暴露「鍾氏民調」一貫說假話及不說真話。特區政府應多宣傳「一帶一路」
對香港的重要性，使市民清楚地看到，「一帶一路」不單是國家的大戰略，而且是香港的大
機遇。

反對派死拉到底
阿曾嘆僵局難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早前去信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反映反對派議員近期針對《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瘋

點人數而導致立法會兩度流會的問題，要求糾正議會失衡狀態。曾鈺成昨日

回覆林鄭月娥時指，他已指示立法會秘書處重新研究有關應用議事規則內，

會議法定人數規定的問題，但坦言反對派議員決意拉布，目前又未及修改議

事規則限制點人數，建制派也難以長期留守會議廳防止流會，目前的政治僵

局很可能會繼續，令人遺憾。

立法會明天恢復二讀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預料反對派會繼續拉布及瘋點人數。曾

鈺成昨日在回覆林鄭月娥的函件中提到，他
個人已在第二度流會（本月7日）後翌日，與
不同黨派的議員會面，探討改善方法，惟反
對派議員已表明，反對版權修訂條例通過，
決意繼續拉布。
他續說，建制派議員也向他反映，指單憑
他們的力量難以長時間維持會議廳內有足夠
法定人數。他認為，除非有部分反對條例草
案的議員願意改變立場，否則目前的政治僵
局很可能會繼續，情況令人遺憾。

秘書處研「限點」缺時間改例
就有議員曾提出透過修改議事規則，限制
議員要求點算人數，曾鈺成在覆函中指出，
他已指示立法會秘書處重新研究有關問題，
但目前沒有足夠時間修改議事規則條文。
曾鈺成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回覆函件
是要向對方解釋特區政府的版權修訂草案，
未能爭取到約佔四成議席的反對派議員支
持。由於他們強烈反對，又聲言會用盡方法
拉布拖延表決，故他呼籲特區政府及各黨派

議員多溝通，商討一個各方都接受的出路。

蘇錦樑批阻表決版權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在一公

開場合批評，拉布的議員是在阻礙立法以及
其他工作，又質疑這是否議員該做的行為，
希望議員盡責討論草案。
他又形容該議題的討論是「無止境」的，

不如讓有共識的先通過，之後會就引入公平
使用原則等修訂再作諮詢，若不能通過，將
會影響本地知識產權貿易及不利業界發展。

黃國健憂被拉到「自然死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直指，立法會主

席有「剪布」經驗，卻沒有應付議員不斷提
出點算人數的方法，束手無策，倘議案一直
拖至下月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公佈，可能會
「自然死亡」。他坦言，建制派無任何「更
表」，因為流會不是建制派的責任，而「不
去譴責放火的人，卻去譴責來不及救火的
人」是不合理的。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則
聲言，造成立法會議程「塞車」並非議員的
責任，特區政府不應將責任「推」給議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大樓日前受到「詐彈」恐嚇，立法會行
政管理委員會昨日商討是否需要提高立
法會保安級別。據了解，委員認為秘書
處在接到電郵恐嚇後，僅通過短訊通知
議員及職員等，做法未如理想。秘書處
同意改善通報安排，日後會透過公共廣
播系統發放消息，包括遇到什麼問題及
事件的嚴重性等。
據悉，在昨日的會議上，有建制派議
員認為必須為所有進入大樓者進行安
檢，包括登記訪客的個人資料等，「外
國議會也設有訪客登記制度，但香港立
法會所有訪客，只要走到接待處枱前登
記，就可以獲發訪客證進入立法會大樓
內。為了大樓的安全，必須整體加強保
安系統。」

反對派阻大樓設安檢
有建制派議員透露，反對派議員表明

反對有關建議，聲稱此舉會造成不方便
及「擾民」，故雙方未能就建議達成共
識。在討論到警員進入大樓的問題時，
反對派就不斷重複稱「要維護立法會尊
嚴」，還稱「為體現行政、立法獨立的
精神」，要求警方在進入立法會大樓後
必須「聽從」立法機關的指示。不過，
立法會法律顧問即強調，根據香港法例

規定，警務人員只向警務處處長負責，及只接受警
務處處長指示。立法會秘書處發言人在會後表示，
由於警方仍在調查事件，加上行管會還在商討是否
需要加強保安，故目前未有任何決定。不過，行管
會成員陳家洛在會後稱，行管會初步決定採取「新
保安措施」，即日後倘再發生類似事件，立法會秘
書處會通過公共廣播系統，知會立法會大樓內的所
有使用者。針對「詐彈」事件，秘書處與警方會繼
續嚴肅跟進，及在適當時間公佈調查內容。
另外，會議也討論了立法會大樓門口日前發生簷

篷倒塌事件。會上，全部議員均關注大樓設施的安
全問題。有建制派議員指，議員已和建築署聯絡要
求解釋，據初步估計，塌篷事件主因為金屬勞損、
工程承托力超出想像，及簷篷太多建築物料所致，
但目前仍未知確切原因，秘書處稍後會提交詳細報
告。有議員擔心，該地盤為添馬發展計劃一部分，
而該計劃共涉及7個地方，其他地盤或會出現同樣
的倒塌危險。秘書處發言人指，行管會已要求建築
署提交詳細調查報告。

立會新春酒會「無得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尚有三個多星期便踏入「猴
年」。立法會昨日通知全體立法
會議員將於下月22日舉行新春酒
會，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亦已發出
酒會嘉賓邀請，獲邀嘉賓包括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行政會議成
員、特區政府高級官員和立法會
議員等。由於要配合官員及立法
會議員的行事程序，今年的「新
春聚會」將由午宴改為酒會形式
舉行，議員與官員遊戲的環節亦

會取消。
立法會的「新春聚會」過去都

安排在中午以午宴方式舉行，一
眾議員更會與官員分別組兩隊參
加遊戲，在場採訪的傳媒也可以
參與其中，就是「猜一猜」是官
員隊還是議員隊勝出。
對於今年的「新春聚會」更改

了形式，立法會秘書處表示，是
在參考過議員和官員日程，並獲
主席和特首辦同意後才作出有關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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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黨違鄉局例 研改「生仔」選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立法會選舉將於今年9月舉

行，鄉事派加快組黨進度。在昨日的新界鄉議局會議上，上水
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提出臨時動議，希望新界人能組織政
黨，但被提醒違反鄉議局作為法定組織的功能，最後自行撤回
動議，改為由一眾鄉紳在農曆新年前討論。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表示，鄉民都熱切期待組黨，希望有「自己人」參選。

侯志強撤組「新進聯」動議
鄉議局昨日舉行議員大會及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侯志強在

會上提出臨時動議，稱鄉議局面臨很多「風風雨雨」，在僭建
及丁權問題上「受盡壓迫」，希望新界人成立政黨，參加立法
會選舉，也希望有能之士為新界人發聲，不要像現時「任人魚

肉，有冤無路訴」。他又建議政黨初步命名為「新界進步聯盟
黨」，簡稱「新進聯」。
不過，錦田鄉事委員會主席鄧賀年指，鄉議局作為法定諮詢

組織，不可組黨，大會也不適宜討論組黨，建議侯志強先撤回
動議，交由鄉議局的選舉事務小組負責，「生個仔（政黨）出
來，（如果）由侯志強做召集人，就扔給他接生。」
負責選舉事務小組的鄉議局總務委員會主任鍾偉平表示，組

黨一事醞釀了很久，但要講時機，而總務委員會已有組黨的框
架、資料，現可討論具體做法。
侯志強之後稱，為免鄉議局尷尬，自行撤回動議，但強調立

法會選舉很快到來，「差不多打仗，要練兵」，要求盡快討論
組黨，否則過了農曆新年則已太遲。最後眾人同意在農曆新年
前，齊集鄉議局正副主席、27個鄉的代表、顧問及區議員討
論。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主席梁福元稱，組黨「已講了好多年」，

而立法會選舉臨近，也是時候組黨，又認為參選人選方面可由
各方協調，即使不派出人選、為其他政黨「抬轎」，都要「幫
到鄉事才抬」。他會後又稱自己不會參加立法會選舉，只會支
持可代表鄉事派的人。被問到建制派政黨是否未能代表鄉事派
發聲，他稱「心知肚明、見仁見智」。

劉業強:鄉事派續挺政府
劉業強在會上未有就組黨表態。他在會後表示，早前探訪27

個鄉，發覺鄉民都熱切期待組黨，而組黨一事也醞釀了很久。
對於鄉事派會否參加立法會選舉，他說希望有「自己人」出
選，為新界人發聲，若新界人權益受損，會責無旁貸去爭取。
他又強調鄉事派愛國愛港，不是反對黨，即使參選也是支持特
區政府。
侯志強會後也補充指，鄉事派即使組黨，與建制派仍是朋

友，會繼續支持國家與香港繁榮穩定。
■侯志強稱希望新界人組黨，參
加今年立法會選舉。 陳庭佳 攝

■林鄭月娥早前去信曾鈺成，反映反對派議員近期瘋點人數，導致立
法會兩度流會。圖為梁國雄早前在議會拉布。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