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立法會選舉，民主黨排出歷年
來最弱的陣列，在五區只派出一隊，
而且不少人更是「廖化作先鋒」，除
了九龍東西繼續由胡志偉和「一嚿
雲」黃碧雲出選之外，其他三個選區
都由二三線人物出擊，包括新界東由
以「廉政專家」自居的林卓廷出戰，

論叫座力與劉慧卿差天共地；新界西由區選敗軍之將
尹兆堅出選，論實力其實與陳樹英不相伯仲，上屆陳
樹英以低票落選，不知今屆尹兆堅又如何。至於港島

更是令人驚訝，接替老牌政客單仲偕的竟然是有「癲
鴿」之稱的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如此排陣實在令人
懷疑民主黨是否有意成全公民黨獨取兩席。
許智峯是誰人？恐怕大多數讀者都未必清楚，原因他

不過是一名中西區區議員，而他最令人側目的，卻是在
議會內的瘋狂行徑，包括將自己「反鎖」在中西區區議
會的會議廳、帶着子女開會，等等，譁眾取寵，作風瘋
癲，毫無議政能力。但最終竟然通過了民主黨立會遴選
的第一關，這不但令外界譁然，連民主黨內都有極大的
反響。於是，近日民主黨的港島支部決定推出去年落選

區議會的莊榮輝出來，意圖「翻盤」。
莊榮輝綽號「黑仔王」，原因是他過去幾屆對決建

制派對手都以些微票數落敗。不過，選舉一千票是
贏，一票也是贏，也怨不得人。民主黨港島支部推出
莊榮輝來阻止許智峯出選，主要原因是許智峯在民主
黨港島支部缺乏人和，仗着有當紅的「乳鴿」支持，
平日言行囂張，看不起其他黨友，令到一眾資深議員
例如民主黨中西區大佬甘乃威對他看不過眼，不少中
西區政界人士亦指出，過去許智峯在議會內提出的動
議，連民主黨黨友也不支持，其關係可見一斑。加上
港島始終是中產選區，選民傾向支持溫和、理性的候
選人，許智峯的「癲鴿」形象恐怕難以爭取到支持。
於是在最後時刻港島支部決定發動「奪門之亂」，向
領導層「逼宮」，要推翻許智峯的出選安排，更揚言

如果許智峯出選，將不獲他們支持過票。
而莊榮輝本來在第一輪遴選已經落敗，本以為繼續「黑
仔」，現在卻得到一眾黨友大力支持，自然加倍賣力「打
許」，以爭取出選的機會。不過，許智峯在港島雖然得
不到一班資深黨員支持，但他始終屬於「乳鴿」一員，
黨內的少壯派包括羅健熙、柴文瀚及區諾軒必定會大力
聲援，而「乳鴿」與黨內的一班資深黨員一直不咬弦。即
是說，這次港島「內亂」很可能引發民主黨一場大分裂。
可以預期，不論最終由許智峯或莊榮輝出選，民主

黨在港島都會分成兩個陣營，在立法會大戰之前將極
為不利，加上兩人都缺乏實力，要在強手林立的港島
當選將更加困難。現在最煩惱的可能是公民黨了，這
樣有利的形勢不出兩隊爭取兩席，豈不是坐失良機？
戴耀廷的「雷動計劃」乏人問津，原因正在於此。

民主黨港島「內亂」「癲鴿」惡鬥「黑仔王」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主管港澳事務的張德江委員長應邀訪港，其意義當然不只是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實際上，張德江訪港帶出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中央為香港發展打氣！為何要來打氣？一是因

為香港正處於矛盾多發期，各種積存已久的政經矛盾日益尖銳，不少市民對前景感到憂慮，

香港突破困局需要中央的支持，需要中央打氣！二是因為香港又處在發展的機遇期，面對國

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的重大戰略機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抓住機遇同樣需

要中央的支持，需要中央打氣！回歸19年來，每當香港遇到困難和彷徨之際，中央都會全力

挺港，在關鍵時刻為香港發展立牌指路。張德江今次來港，為香港突破困局打氣鼓勁！為香

港抓住機遇打氣鼓勁！為香港市民打氣鼓勁！也為梁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打氣鼓勁！定會

大大鼓舞港人對前景的信心，推動香港抓住機遇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聚集經濟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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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為香港發展打氣而來！

張德江訪港的消息公佈後，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的關
注和議論。張德江作為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公務繁
重，今次香港之行，既是為出席特區政府主辦的「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而來，更是為香港發展打氣而來！

為香港突破困局打氣鼓勁
毋庸諱言，香港社會近年已經進入矛盾多發期，各

種累積多年的深層次矛盾日益凸顯。經濟方面，在多個
國際機構評級中，香港競爭力排名不斷下降。在與內地
城市的對比上，香港的發展勢頭也令人堪憂。香港
GDP曾佔中國內地GDP約20%，但今日已跌至不足

3%。經濟結構單一化，產業過度依賴金融、地產，經
濟轉型升級緩慢，令香港競爭優勢不斷弱化。
民生方面，經濟結構單一化進一步加大貧富差距，香

港百萬富翁不斷增加的同時，貧窮人口亦不斷上升。扶
貧委員會《2013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當年香港
貧窮人口高達133萬6千人，即約每7個香港人就有一
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高樓價上車難的問題日益嚴重，
居高不下的樓價與市民的負擔能力脫鈎，令市民滋生了
不少怨氣。近年香港雖然維持不錯的經濟增長率，但環
境卻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同。當年經濟起飛，香港工
業興起，市民創業賺錢的機會很多，但現在香港經濟結

構失衡，租金高企又導致創業困難，青年人向上流動的
機會減少。有些年輕人感到沒有前景，因而對社會產生
不滿，成為衝擊社會秩序的一個亂源。
泛政治化的環境更是嚴重拖累香港的發展。立法會上

無日無之的拉布，令大量議案、撥款及重大工程一拖再
拖，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暴力趕客，嚴重損害香港「好
客之都」的聲譽，令旅遊業雪上加霜。泛政治化的環境
導致內耗不斷，社會撕裂，違法暴力衝擊變本加厲，法
治基石不斷遭到蠶食，各種極端思潮，包括「港獨」及
「分離主義」的歪風邪說更在社會不斷蔓延，毒害青
年，衝擊「一國兩制」。張德江今年3月在香港人大代
表團講話時，批評香港有人將所有問題泛政治化，更走
向街頭暴力，搞亂香港。香港如果不擺脫泛政治化的困
局，將拖累、窒礙發展，錯失機遇。

香港須通過發展解決各種矛盾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現時面對的各種困難

和矛盾，並非突然發生，而是在落實「一國兩制」和社
會發展過程中積累而存，有其必然性，毋須怨天尤人。
解決香港的各種深層次矛盾，歸根究底還是要靠發展。
張德江在今年「兩會」期間指出，香港的地位由經濟

地位決定，而不是靠搞街頭政治出名。他希望香港把握
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把
「謀發展」作為第一要務。確實，沒有發展，不但市民

利益難有保障，香港也將失去價值。
香港的出路不在於「玩政治」，而在
於發展，謀發展是香港的首務，唯有
推動香港不斷發展，方能為市民提供
向上流動的機會，從根本上解決香港
的深層次矛盾。而當前發展的關鍵，
就是要把握國家的重大戰略機遇，聚
焦於香港的經濟發展，突破困局。

中央從來都是香港的強大後盾
中央始終是香港發展最強大的後盾。回歸19年以

來，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從來都是堅定不移：1997年亞洲
金融危機港元被大鱷狙擊、2003年香港遭遇沙士疫情侵
襲經濟陷入低谷、2008年9月發生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
全球金融海嘯導致香港經濟加速下滑、2011年歐債危機
持續惡化嚴重影響香港發展等等，在這些困難出現的時
候，中央哪一次不是及時推出挺港「大禮」給香港帶來
了「及時雨」，為香港打氣鼓勁！
正值香港面對矛盾多發期之際，張德江來港，帶來
中央對香港的支持，表達中央對香港的信心，為香港
發展打氣鼓勁，為香港發展指明路向，必將大大提振
港人謀發展的士氣。香港的價值在於經濟，機遇在於
國家。港人應該聚焦經濟謀發展，莫辜負中央的殷切
期望。

林 建 岳

林建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前

日才公開表示將循四個方面依法處理「港獨」分子，而

聲稱以香港「建國」為目標參選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熱

血公民」成員鄭錦滿，昨日就在西灣河高調開設地區辦

事處並且籌款。整個過程恰逢遇連場暴雨，而鄭錦滿力

銷的其不知所謂的「讀品交易」籌款計劃反應冷淡，直

到拍賣結束，全數拍賣品均無人競投。

鄭錦滿開地辦籌款
騎呢拍賣無人吼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應特首梁
振英邀請下月來港，

出席由特區政府主辦，國家發改委、商務部、人民
銀行及外交部作支持單位的「 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並作主題演講，充分體現了中央高度重視和
大力支持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揮獨特功
能和重要作用。
「一帶一路」是中國率先倡議的合作發展理念，是

建基於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友好合作的歷史背景。
通過平等互利合作，實現「五通」，即政策溝通、設
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共同打造
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運和責任
共同體。「一帶一路」涵蓋中亞、南亞、西亞、東南
亞和中東歐等地，經濟總量約佔全球三成。預計未來
數十年間，將對全球及亞洲的發展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發揮獨特優勢 積極配合建設
民建聯認為，香港應抓緊時機，充分把握這個千載

難逢的機遇，發揮獨特優勢，積極配合「一帶一路」
建設，在區域發展中拓展新商機，以鞏固和提升香港

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
國際航運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
國際投融資平台的地位，及打造香港為主要郵輪母港
及國際郵輪旅遊中心。
除提倡香港加入「亞投行」外，民建聯建議推動
亞投行、金磚國家發展銀行及絲路基金以香港為基
地，從事相關的融資、財資管理及項目風險管理等
業務，發揮香港在金融業的獨特優勢；利用儲備，
爭取在「絲路基金」下設立子基金，支援香港企業
投資「一帶一路」的項目；爭取未來「一帶一路」
基建專案在港上市及資本運作；為沿線投資基建項
目提供顧問專業服務；爭取中央支持香港為「一帶
一路」提供專業服務支援，例如保險業專業自保及
再保服務、財資管理及項目風險管理等；以及爭取
「一帶一路」的建基融資合同在港簽署，並採用本
港法律為適用法律等。
「一帶一路」將為香港中長遠的經濟發展提供巨
大動力，民建聯期望張德江此行能推動香港各界積
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引領香港經濟
順利進行「升級轉型」，帶來更多正面信息及指導
作用。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應抓緊「一帶一路」機遇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昨日下午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擬出以老帶新的「3加4」立
法會參選名單。其中港島區參選人許智峯及新界東
區林卓廷早前被爆未獲地區支部黨友支持，更傳出
有地區支部要求「翻盤」的醜聞，經領導層急忙「疏
通撲火」，兩人最終在大會上「過關」，但許智峯
的反對票仍然最多。被問到會否參與「雷動計劃」
的「初選」，和其他反對派協調「超級區議會」的
出選名單，民主黨中委單仲偕稱，必須所有反對派
團體都參與，計劃才能奏效，故該黨仍在考慮。
對於昨日以139票贊成、33票反對、15棄權
成為「最低票出線者」，許智峯回應稱，相信
選舉時黨友會「團結一致」，自己會「向前
看」。被指「幕後搞事」的副主席羅健熙則有
信心大家會於選舉時「歸隊」。將於俗稱「超
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競逐連任的
涂謹申，其黨內支持度為79%，低於自己帶着
出選的元朗區議員鄺俊宇的87%，涂回應稱，
估計與黨內新舊交替聲音熾熱有關。
民主黨的參選名單還包括由現任立法會議員
黃碧雲競逐連任九龍西、胡志偉競逐連任九龍
東；副主席尹兆堅以新人身份參選新界西。該
黨指，正式出選名單要待6月中中委會拍板，將
在7月誓師大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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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由個別
鄉事派人士籌組的「新進步聯盟」，以未
完成公司及社團註冊為由，取消原定今日
舉行的成立典禮。「新進聯」籌委會主
席、上水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昨日出席
港台《城市論壇》時強調，過程沒有受到
「打壓」，而鄉事派也沒有鬥爭，自己會
繼續為新界人打拚。新界鄉議局副主席林
偉強表示，該局並非反對鄉事派組黨。

林偉強：鄉局不反對鄉事派組黨
就鄉事派組黨一事，林偉強表示鄉議局

並不反對，只是不想與《鄉議局條例》混
淆。他指出，鄉郊地區過去投票率偏低，
希望「新進聯」能開拓票源。他又說，在
與原居民及其他新界居民有關的政策中，
鄉議局要與其他政黨合作。
「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屯門鄉事

委員會前主席何君堯也認為，大眾應持平
等態度對待任何組織成立，強調現時新界
人需要團結，爭取鄉事派代表進入立法
會，為新界人爭取傳統合法權益是「理所
當然、義不容辭」。

被問到若未能在立法會選舉前組黨，會否派人參
選，侯志強則在節目後說，參選與組黨是兩回事，
不一定要以組織名義參選。
去年多名沙田原居民因「套丁」（收取費用將興建

丁屋權利轉讓予發展商）被判串謀詐騙罪成入獄。侯
志強和何君堯不滿鄉議局一直叫村民忍耐，未有積極
協助入獄村民。林偉強則回應，鄉議局從法律上跟進
事件需時，不是用錢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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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禮
侯
志
強
稱
無「
內
鬥
」

由「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
及「城邦派」組成的「熱普城」揚

言參與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並以「五區
公投，全民制憲」為主題，部署在五區直
選派人出選。他們聲稱，當選後就會立刻
辭職引發「變相公投」，要求修改香港基
本法並推行香港「立國」。
鄭錦滿聲稱將代表「熱普城」出選立法
會選舉港島選區，其地區辦事處昨日開幕，
因向行政長官梁振英擲杯而被起訴的立法
會議員黃毓民、今日赴台灣宣揚「港獨」
的「熱血公民」「首領」黃洋達、多次發

起「反水貨客」示威的理工大學導師鄭松
泰，及被「城邦派」奉為「國師」的陳雲
等「熱普城」核心成員均有到場。
鄭錦滿的辦事處開幕儀式原定昨日下

午2時在西灣河太樂街休憩處舉行，但
黃毓民、陳雲、鄭松泰統統遲到，一眾
「熱狗」成員只得冒雨苦候「教主」和
「國師」大駕光臨。昨日連場暴雨，黃
毓民和黃洋達叫完幾句「建國」和「打
倒共產黨」口號後，眾人均等待切燒豬
完成儀式，但因「吉時」未到，在場者
只得繼續淋雨苦等至近3時。

4000元會員證叫鄭上門洗碗
儀式完成後，一眾「熱狗」成員及支持
者前往鄭錦滿辦事處。早前因在facebook
上載視頻教人銷毀圖書館簡體字書籍而被
捕的鄭錦滿，隨即派發不知所謂的「讀品
交易」籌款單張，聲稱交1,000元會費就
可以在其辦事處免費看書和以書易書，還
稱「什麼書都收，就是不收殘體字書」。
他又計劃以4,000元出售「四眼哥哥會員

證」，稱憑證可「享受」鄭錦滿「到府上
共進晚餐並洗碗一次」。

與漫畫家合影遮醜
活動進行到下午5時的拍賣環節，主

辦方展出多幅「私人珍藏」漫畫，以暗
標形式進行拍賣，每幅起價3,000元，
但過了現場限定的截標時間，拍賣品全
數無人問津，主持人只好邀請到場漫畫
家合影以掩飾尷尬。

■鄭錦滿的
地區辦事處
開幕，籌款
反應冷淡，
「 教 主 」
「國師」更
遲大到。
鄭治祖 攝

■林偉強
(右)與侯志
強(左)。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