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毛」梁國雄的老友古思
堯，去年七一在灣仔金紫荊廣場焚
燒區旗，被控侮辱區旗罪，昨日在
東區裁判法院審訊。裁判官李紹豪
向古思堯解釋控罪，指控方須證明
他是故意和公開燒區旗，古思堯直
言：「無錯，我知道，百分百係故
意。」他更囂張地說，後悔只燒區

旗，「應該要燒埋國旗。」很明顯，立法會新界東補
選激進「本土派」冒起，梁國雄、社民連等老牌激進
派擔心被搶風頭，更擔心在9月立法會選舉被搶票，

迫不及待要與激進「本土派」鬥激鬥爛。
古思堯一向以「抬棺材」示威為職業，表演一次，

豬籠入水。不過，如今金主已經不再滿足於「抬棺
材」了，因為與激進「本土派」攻擊警察、鼓吹「港
獨」，「抬棺材」在金主和激進選民眼中，實在「小
兒科」，社民連唯有「更激」，向「港獨」睇齊，才
能博得「米飯班主」的歡心。所以，古思堯燒區旗，
藉以象徵「毀區立國」。他還公開說燒區旗「不是第
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古思堯上一次入監，是
2012年在示威中塗污、焚燒區旗，被判入獄9個月。
古思堯是燒旗「專業戶」，每次燒旗之後，還做很多

騷，包括在法庭外上演抗議表演，目的是幫助社民連
主席梁國雄競選立法會，不斷鞏固梁國雄的激進形
象，吸引激進選民，搶奪票源。
經過新界東補選後，「本民前」的梁天琦揚言「激
進派」足可與建制派、傳統反對派「三分天下」，正
蠢蠢欲動，準備參選9月立會新界東選舉，更志在必
得。另外，「熱血公民」、青年新政等新晉激進團體
也要加入混戰，而且擺明車馬不會與反對派協調，可
以預見，屆時激進派將拚個你死我活。現在不少分析
皆指出，梁國雄與梁天琦的票源根本是重疊的，梁天
琦是梁國雄的最大天敵，兩人有你無我。所以，在新
界東補選，梁國雄選擇為公民黨的楊岳橋站台助選，
而不幫與自己同一路線的梁天琦，梁國雄更聲嘶力竭
地揭穿「真相」，「有人搞假革命，實在是製造人血

饅頭，用77人被捕去製造選票」，「如果搞革命，何
必要參加選舉？」
可惜，梁國雄投桃卻換不回報李。楊岳橋當選後，

不僅沒有貶低梁天琦，反而讚梁天琦是一個有「質素
的對手」，急得梁國雄「扎扎跳」，他大罵楊岳橋沒
有道義，讚揚梁天琦分明是鼓吹激進選民在未來的選
舉中投票給梁天琦，這是拆他梁國雄的台。
立法會議席是飯票，梁國雄怕失去激進選民的支

持，喪失「長期飯票」，於是就有古思堯叫囂「燒國
旗」，梁國雄及其黨羽在法院門外與古思堯飲酒助興
的一幕，眾人預祝古思堯第五次坐牢。梁國雄、古思
堯搞那麼多小動作，無非做戲給激進選民看，社民連
不比「本民前」差，希望激進選民回心轉意，在9月
的選舉中把票投給社民連、梁國雄。

古思堯叫囂「燒埋國旗」替長毛搶選票 徐 庶

張德江委員長在參加香港人大代表團討論時的講話，切中了「香港困局」的要害，希望香

港各界聚焦經濟民生，積極謀劃長遠發展，情真意切，語重心長。香港下一步往何處去？每

一位有責任、有擔當、有正義感的香港市民都應重新審視香港的定位、思考香港如何發展經

濟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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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冀港聚焦經濟語重心長情真意切

全國「兩會」正在北京舉行，「十三五」規劃成為代
表委員的討論熱點。香港如何借力「十三五」加快發
展？多位國家領導人十分關注。日前，在參加香港代表
團討論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一針見血地指出：近年，香港的經濟增長放緩
了、傳統優勢弱化了、新的經濟增長點培育緩慢，社會
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及其對社會發展產生的「瓶頸效
應」亟待破除，經濟民生問題亟待解決。他批評，香港
有人將經濟、民生問題當成政治問題炒作，將所有問題
泛政治化，更走向街頭暴力，搞亂香港。他希望特區政
府能夠團結社會各界，維護香港穩定，抓住國家發展進
入「十三五」的機遇發展經濟，積極謀劃長遠發展，為
香港繁榮穩定打好基礎。
古語云：「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作為主管港澳事
務的領導人，張德江對香港的情況瞭如指掌，對香港的
發展傾注了很多心血，這番話可謂語重心長、情真意
切。當下的香港已經走到了一個十字路，香港下一步往
何處去？每一位有責任、有擔當、有正義感的香港市民
都應審視香港的定位、思考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
善。

香港如何定位？
大年初一深夜發生的「旺角暴亂」，吸引了全世界的
目光。在驚詫、錯愕、憤怒之餘，許多人的腦海裡跳出

一個問號：香港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是的，香港已經到了必須反思「我是誰？」的時候

了。在人們的印象中，香港是「自由港」，是與紐約、
倫敦齊名的全球金融中心，是與新加坡比肩的全球航運
中心，是一個文化多元、包容謙和、崇尚法治、營商環
境優越的國際大都市。所有這些亮點可以歸結為：香港
靠經濟優勢與法治精神造就了世界一流城市的地位。然
而，如今的香港已經迷失了自我。不妨從兩個角度看香
港。從經濟角度看，香港的經濟增長長期徘徊在2-3%
之間，而且還在呈下滑趨勢；在亞太地區，香港的金
融、航運、貿易等傳統產業遇到越來越多城市的挑戰，
形勢不容樂觀；多家國際知名機構的調查顯示，香港的
競爭力正在被亞太地區的其他城市超越。從社會角度
看，香港越來越「政治化」，黨派林立，相互牽制，一
些人熱衷於政治爭鬥，內耗劇增，紛爭不斷；行政、立
法、司法之間的對立情緒增加，社會運行效率大大降
低，許多事關經濟、民生的事情久拖不決，錯失了發展
機遇，耗費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和納稅人的錢財。香港着
實已經患了「香港病」！
香港必須重新審視自身定位。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玩政治」只能誤入歧途。香港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不
同於台灣，大陸和台灣尚未統一，而香港是中國的一個
特別行政區，香港一些人試圖挑戰中央權威、動搖「一
國兩制」根本沒有出路。香港應該回歸到經濟城市的角

色定位上來，通過經濟發展業績證明自身價值。

香港怎樣抓住「十三五」機遇？
當今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認可「中國是全球經濟

發展新引擎」這一判斷。從「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
到亞投行的成立，僅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五十多個國
家積極響應，這就是一個例證。而「兩會」傳遞的信息
表明：2015年，中國GDP總值達10.4萬億美元，增長
6.9%，增量相當於歐洲一個中等發達國家一年的經濟總
量，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25%，中國已經成為世
界上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十三
五」期間，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一帶一路」、「走
出去」戰略等方面還有大手筆。「背靠大樹好乘涼」、
「近水樓台先得月」，面對身邊這麼好的機遇，香港豈
能無動於衷？
香港各界應該深入思考一個問題：怎樣抓住「十三

五」機遇？張德江說：「香港可作為國家雙向開放平
台」，可謂一語中的。因為，香港的獨特優勢是內地任
何一個城市都無法替代的。比如：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的區位，自由開放的制度，廣泛的國際聯繫，國際投資
者熟悉的普通法，自由流通的信息，與東南亞國家的人
文人脈關係等等。「十三五」期間，內地經濟轉型升
級，香港可以找到許多與內地合作的「節點」。比如，
以先進發達的服務業可以助推內地轉方式、調結構，以
完善的社會服務和管理為內地城鎮化建設提供借鑒，在
內地企業「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發揮不可替代
的作用，等等。而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也非香港莫屬。
香港人歷來精明能幹、勤奮敬業，如果全社會能把注

意力集中到經濟發展上來，就不愁找不到破解經濟困局

的出路。

香港的民生問題如何破解？
香港的許多政治問題，其實是民生

問題。對此，中央看得很清楚，張德
江講得到位。以「旺角暴亂」為例，
參與者當中有一批失業或低收入的青
年，他們把個人機遇、生活上的不滿
發洩到街頭暴力上，而激進分離勢力恰恰利用了這些青
年。與「旺角暴亂」一樣，在許多事件中，香港的反對
派、激進本土派都把民生問題炒作成政治話題，讓人感
覺到香港人普遍對特首不滿、對特區政府不滿、對中央
不滿，感覺到特區政府無能和中央政府管制太多。
必須看到，如今的香港，住屋緊缺、就業困難、貧富

差距拉大、青年上流機會減少，類似的民生問題不少，
社會怨氣較大。但還應看到，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於解決
這些民生問題。梁振英上任以來，就提出了建造公屋計
劃、扶貧安老計劃、用地和新城鎮拓展計劃、青年學習
深造交流計劃，等等。民生問題是長期積累形成的，改
善民生也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況且特區政
府施政還受到立法會的制約，「拉布」、「流會」幾乎
成為常態，特區政府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從長遠來
看，改善民生繫於經濟發展，經濟長期裹足不前，豈有
財力投入民生項目！破解民生難題，香港各界需要同舟
共濟，既要阻止「泛政治化」，以免民生項目成為政治
爭鬥的犧牲品，又要聚焦經濟發展，廣擴財源，造福民
眾。
總之，委員長的講話非常明確，香港的未來，靠發
展，靠法治，靠同舟共濟。港人須保持清醒頭腦，不可
在沒完沒了的內耗中蹉跎歲月！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上海市政協常委

屠 海 鳴

網民鬧出賣選民
「新同盟」呃like謀「超區」

聲稱會落區收集出選「超區」
意見的「新同盟」，先在官

方fb專頁「與民共議」，並將有關
海報上載。海報看似持平，列出正
反意見。
贊成出選的大埔區議員關永業
稱，「新同盟」是「務實本土
派」，出選是爭取非建制力量最多
議席，「寸土必爭」。反對的荃灣
區議員譚凱邦謂，「新同盟」成員
因不認同民主黨政改方案而退黨，
現時卻計劃出選方案衍生的「超
區」，選民未必接受這「因應時
局」的安排。
不過，「新同盟」就在fb連發3

個諮詢帖子要網民按「讚好」、
「憤怒」來表態。有網民質疑安
排，指用「讚好」鍵表態支持對反
方不公道，應該用「愛」等同樣需
要另外選擇的表情鍵，有人更認為
應斥資進行嚴謹的投票。有人就
「抵死」道：「留名睇為議席去淘
寶買like。」有網民則直言，所謂
「諮詢」只是反口出選「超區」的
下台階，「拎我哋過橋啫。」

嘲「姣婆守唔到寡」
最熱鬧的帖子有近 1,700 人表

態，有約1,000人「讚好」、600多
人按「憤怒」鍵反對。支持出選的

網民稱，如果「新同盟」出選，
「『超區』不用含淚投票。」但隨
即被其他網民「提醒」：「大家瞓
醒未呀？（）家佢地（哋）同一
般『泛民』有咩分別？」有人更疑
似「曲線」說：「原則好小事，議
席要堅持！」
不少網民更質疑「新同盟」違背
初衷，「背棄當年出走的堅持，選
民都會背棄你」、「唔好今天的我
打倒昨天的我」、「同民主黨有乜
分別」等意見比比皆是。有「看破
世事」的網民謂「一早估到佢哋姣
婆守唔到寡」，更有人批評「新同
盟」實是「新契弟同盟」，立法會

議員范國威是「偽本土真政棍」。
「新同盟」又在fb問到應否派關

永業出選「超區」，但網民反應平
平。有人說「而我不知道關永業是
誰」，「派個識你老鼠去選『超
區』，輸×梗」。有網民更質疑：
「我覺得呢個問題都幾衰囉，推個
知名度稍遜的人出來，然後肯定個
個都話點解咖哩飯（范國威）唔出
來選呀，咁跟住咖哩飯出來選就係
眾望所歸。你哋要派人去『超區』
咪派囉，做咁多小動作做咩呢？」

因不滿民主黨在2010年支持政改方案而另起爐灶的「新民主

同盟」，正計劃派員出選9月立法會選舉的「超級區議會」議

席、即當年政改方案的其中一部分。他們日前開始在facebook收

集意見，聲稱是「與民共議」（見圖），但發了多個同樣議題的帖子，又着網民按

常用的「讚好」鍵表態支持、按新增的「憤怒」鍵反對，有「出蠱惑」之嫌，

有網民就嘲諷「留名等睇去淘寶買like」。有人批評「新同盟」「姣婆守唔到

寡」。 ■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假難民」問題導致犯罪率上
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及蔣麗芸昨日與入境處處長陳國
基會面，促請處方加大力度處理免遣返聲請被濫用的問題。葛
珮帆引述入境處處長陳國基透露，特區政府已與印度有關方面
會面，研究從源頭阻截非法入境者，未來將與越南商討，又指
針對「蛇頭」的《入境（未獲授權進境者）令》，有望由目前
只限內地及越南「蛇頭」，擴至所有國家及地區。行政會議或
下月討論。
葛珮帆引述入境處數字指，處方已經處理超過1.3萬宗免遣
返聲請申請，其中只有51宗獲確立。陳國基在會面中，承認存
在濫用問題。而入境處仍有約1.1萬宗個案等候處理，即使獲

批增加人手，都只能由每年處理1,700宗增至不足3,000宗，須
3年完成現有的申請，加上仍有新增個案，難在短期內解決。
葛珮帆又質疑，香港目前有數間律師樓專門處理免遣返聲請

案件，懷疑其中涉集團式經營，將與律政司商討能否禁止聲請
者指定律師。他們稍後還會約會保安局，商討香港退出《酷刑
公約》的可能性。

倡設收容中心減湧港誘因
民建聯並建議政府應設立收容中心，以減低濫用機制者前來

香港的誘因，蔣麗芸解釋，有不少聲請者來港之目的是透過犯
罪「搵快錢」，政府倘統一管理聲請者，既可保障有真正需要
的聲請者，也能減少聲請者來港數目。蔣麗芸則強調，收容並
非羈留，他們會研究其他國家及地區的處理方式，再作提出具
體建議。

EQ麗芸促給力嚴打「假難民」

■葛珮帆(左)及蔣麗芸(右)。

網民鬧爆「新同盟」
■出賣選民
Oscar Yeung：請不要違反當初出走民主黨既（嘅）原則，

如果連你地（哋）既（嘅）信念都堅持唔到，你叫選民點信你地（哋）？

Wilson Li：唔好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你走去選「超區」
只會令到「新同盟」變左（咗）另一個民主黨。

Cal Leung：咁你同民主黨有乜分別，不如同番（返）民主黨
合併番（返）吧。

Kona Yuki：醜人就民主黨做，光環議席就你地（哋）拿，咪
好著（着）數？

Tak Kwong Lit：証（證）明當日退出民主黨，不是為了反對
政改，而是為了議席。

Ning Bodom：新契弟同盟。

Kwan Chi Hang：投白票都唔益你呀，范國威無恥！

Nesta Wan：你選「超區」我擔保「新同盟」直選無運行。

To Thomas：贊成你哋搬龍門自招滅亡嚟緊9月俾（畀）哂
（晒）啲票「本土派」。

Anthony Ip：我like左（咗），你要死唔通我唔比（畀）你死咩？

■「諮詢」作假
Ivan C. Y. Lo：留名睇為議席去淘寶買like。

Hajime Chan：其實用like表達贊成，對反方唔係太公道，因
為like太易禁（㩒）。

Eddy Sham：你都係想反口但又搵唔到下台階，拎我哋過橋啫。

Hay Wong：呢個係你地（哋）黨團立場宗旨問題，唔好將責
任分散去出面d（啲）人度。

整理：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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