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日抵港，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視察香港，期間將廣泛
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與包括部分反對派議
員在內的立法會議員，以酒會形式見面溝通，顯
示出中央政府包容開放、聽取香港各方面意見的
真誠願望，相信會有助於香港社會放下歧見，減
少戾氣，共同努力應對經濟下行的壓力，全力改
善民生。香港社會應以積極的態度看待中央領導
人與社會各界的溝通，有機會參與的反對派議
員，更應珍惜機會，善意、客觀、真實地反映情
況，共同營造良好的氣氛，讓理性溝通可以成為
今後的新常態。

目前，香港正處在機遇與挑戰並存，希望和困
難同在的重要發展階段，中央領導人此時視察香
港和廣泛聽取港人意見，進一步顯示中央堅定
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的決心，顯示中央真
誠地為香港好，衷心希望廣大港人能夠團結一
心，發揚同心協力、同舟共濟的精神，迎接挑
戰，克服困難。據了解，張德江此次視察香
港，一直在不斷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和建
議，根據實際情況和香港社會期望安排行程，
尤其重視聽取各方面的各種聲音，為香港社會
帶來了構建和諧融洽的示範。安排在晚宴前舉
行小範圍的酒會，邀請包括四位反對派議員在
內的立法會主要黨派議員出席，讓大家有機會

充分表達願望、反映情況，就是中央政府重視各
方面意見的明證。

應該說，中央的溝通大門一直是敞開的，一直
都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與港人溝通和聽取意見。
問題在於反對派出於其政治考慮，為正常的溝通
交流製造了種種障礙，甚至是自我設限。其實，
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果有什麼意見和建
議想要向中央提出，完全可以用溝通和交流的方
式進行。像這次在晚宴前的酒會，就是以一種輕
鬆的方式來聽取意見和溝通交流，出席的議員們
應該珍惜和把握機會，如實反映情況、提出意
見，也可以就大家關注的焦點進行討論。當然，
反映意見要實事求是，不宜淪為個人好惡的宣
洩，而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這樣才可令溝通
和交流具建設性。

政治本來就是一門溝通和交流的藝術，從政者
應以正面和積極的心態來掌握、運用這門藝術。
尤其是在香港，從政者首先要有為香港服務的精
神，要堅持為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市民大眾福祉
而從政的理念，這樣才夠資格說是真正為香港
好。因此，廣大市民都期待這些在政壇上有分量
的反對派人士，珍惜並把握機會，放棄懷疑、防
範甚至敵視的偏激態度，以實際行動積極回應中
央的善意，讓溝通交流在正常的氣氛和理性的基
礎上順利進行。

中央展誠意 機會應珍惜
消費者委員會上月搜集本港5間家居寬頻

服務營辦商提供的計劃，發現有公司的同一
款計劃收費差價高達近45%，而部分寬頻服
務合約更存在終止程序繁複的問題，令消費
者被迫購買不合心意的服務。本港電訊市場
競爭激烈，有經營不擇手段牟利，而監管嚴
重滯後，導致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政府須切實完善規管機制，督促電訊商守法
營商，維護正常市場秩序，確保消費者權
益。

市面上的網絡服務計劃五花八門，不少暗
藏不合理消費，市民稍不留神隨時遭受損
失。據消委會的調查發現，有網絡營辦商推
出的同一款上網計劃，竟然會因應銷售地點
和渠道不同，設置不同的月費、合約年期、
優惠及服務條款，價格差異更接近一半。銷
售人員還常以「限量登記」等理由，慫恿消
費者在短時間內進行「衝動式消費」，令消
費者在倉促間簽下貴價合約，權益受損。

更令消費者不滿的是，大部分營辦商對取
消合約設下繁瑣程序，例如要求客戶到門市
或透過熱線索取指定表格，填寫後自行交還
到指定地點，甚至還要額外繳交數額不小的
費用等等。這些麻煩複雜的退約手續，是營
辦商綑綁消費者、保住市場佔有率的手段，

損害消費者自由選擇的權利，是市民最反感
的。

良好服務與市場口碑，始終是優良的營商
之道。採用不良營銷手法催谷業績，攫取
不合理的利潤，無異於飲鴆止渴，會有損
企業形象，長遠一定會令客戶流失。因
此，網絡營辦商必須加強自律，努力以優
質服務留住顧客，以口碑換取市場，而非
千方百計綑綁客人。政府更須承擔起監管
的責任，避免不規範經營欺客行為通行無
阻、氾濫惡化。

目前本港有《電訊服務合約業界實務守
則》和《商品說明條例》等規管電訊業服
務，但具體到針對網絡營辦商收費或取消合
約的監管仍是空白，難免給一些不良商家有
可趁之機，令消費者在維權時缺少法例依
據。政府須進一步完善監管條例，堵塞法例
漏洞，杜絕帶有誘導乃至誘騙性質的營商手
法，保障消費者權益。面對良莠不齊的電訊
服務，消費者也要提升自我保護意識和分辨
能力，慎重選擇服務商，避免「衝動消費」
外，更應該仔細研究合約條款及收費細節，
留意是否存在「魔鬼細節」，以免誤入陷
阱，招致損失和煩惱。

（相關新聞刊A8版）

規範電訊服務 保障消費者權益

建制派盼委員長指引方向
港經濟下行壓力屬結構性問題 會面反映市民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甘瑜）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日抵港，展開為期3天的視

察。明天，他將與10名立法會各黨派代表會面。獲邀

的建制派議員均表示，香港經濟目前受到下行的壓力，

屬結構性問題而非周期性的調整，他們會藉是次會面的

機會，直接向負責港澳事務的張德江委員長反映廣大香

港市民的關注，希望獲得方向性的啟示，又期望中央官

員往後可以加強與香港各階層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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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港

與特區政府官員會面，並聽取工作匯報

出席特首梁振英家宴

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作主題演講

會見中央駐港機構及中資企業負責人

參觀香港科研設施

與10名立法會不同黨派代表，及行政
會議成員分別舉行酒會

出席廣邀各界人士參與的歡迎晚宴

會見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參觀民生項目，傳包括安達臣道公屋地
盤

離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今日開始來港視
察3天，警方日前公佈相應保安行動為「反恐保
安級別」，各界對此看法不一。警務處副處長
（行動）黃志雄昨日出席一個活動時表示，警方

是因應國際恐襲趨勢及周邊情況作通盤考慮及專業風險評估，
實行相應保安措施，會盡量將市民不便程度減低，「其他時間
市民的一般活動如常。」

車隊到達前兩小時加強保安
黃志雄指，傳媒在灣仔北區域大部分時間均可自由採訪，但
在張德江車隊到達前的兩個小時會加強保安。在車隊到達前30
分鐘前，記者須回到採訪區，經簡單安檢、身份核實，即可在
採訪區內採訪。不過，他仍未透露保安區的具體位置，只強調
會按風險評估而作出相應措施，保安區亦是按警隊程序設立。
他續說，警方在反恐保安行動中，若發現不明物體接近現
場，均會高度戒備，「會用所有可用方法處理。」警方是次安
排，是根據《警隊條例》的第十條，包括「警隊的職責是採取
合法措施以防止刑事罪及犯法行為的發生和偵查刑事罪及犯法
行為」、「防止損害生命及損毀財產」、「拘捕一切可合法拘
捕而又有足夠理由予以拘捕的人」、「規管在公眾地方或公眾
休憩地方舉行的遊行及集會」等。

鍾國斌：過往無恐襲非無風險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自由黨主席鍾國斌認為，國
家領導人來港視察，香港應該好好保護，加上今次來港的也有
不少外國重要人物，有必要小心、謹慎處理，警方可能在收集
情報後，決定將保安級別提升。他強調，不能在沒有事故發生
就指責保安過嚴，「香港過往沒有發生（恐怖襲擊），但不代
表沒有風險。」 ■記者 楊佩韻、陳庭佳

通盤考慮保安 減低市民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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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出席與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面的
反對派4名議員之一、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稱，

他已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希望直接向張德
江反映香港回歸 19 年以來種種問題的紀
要，並會建議在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後，由
香港特區政府籌組及主導「港是會議」，
由退休法官主持，希望中央官員、特區政
府官員及政黨代表等參與，就回歸19年香

港基本法、政制、民生經濟各方面不善之
處，實事求是地討論。

另一獲邀的反對派議員，工黨議員何
秀蘭稱，她不會期待與張德江在晚宴前
的數十分鐘的會面會有突破性的進展，
但會出席向張德江表達意見。身為「泛
民會議」召集人的她，亦會向委員長轉
交一封聯署聲明，包括要求重啟政改
等。

■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

梁家傑擬提備忘錄 何秀蘭交聯署聲明

獲邀出席酒會會面的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昨日表示，他對所有獲

邀參加的議員全數出席感到十分高
興，又相信張德江歡迎出席的議員提
任何的意見，不會限制他們發言，否
則就只會是無意思的溝通。
他相信參與會面的議員懂得把握分
寸，會因應場合而採用適當的方式去提
出他們的意見。

李慧琼冀溝通時抱正面態度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張德江委員

長來港視察是大事，反映他重視香港以
及不同意見，估計連同立法會議員、行
政會議成員、政府官員及小量區議會主
席計算，應該有約二十人出席晚宴前酒
會。她希望社會各界與中央政府溝通時
抱正面態度。

盼傾「一地兩檢」「空域」
由於委員長行程緊密，李慧琼相信是

次會面難表達太多議題，自己則會表達
希望中央政府與香港社會各界更緊密溝
通的意見，希望這次大家與張德江見面
是一個好開始，為日後交流作鋪墊，又
建議中聯辦可在中央政府與香港不同政
黨溝通上作些跟進。
如果還有時間，她則希望說一些必須

要中央關注的事情，如「一地兩檢」以
至珠三角空域等問題。

葉太：會提「一帶一路」港角色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指，她在會面中會就「一帶一路」提意
見。目前，港商在「一帶一路」的參與
不多，希望往後香港在「一帶一路」方

面能夠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包括能夠加
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爭取成為亞
投行的財資中心，協助融資、集資、發
債及財富管理的角色。

葉國謙將提「一地兩檢」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

國謙則表示，他在會面中將提出「一地
兩檢」等問題。

鍾國斌冀反對派能釋出誠意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接受電台訪問時則

表示，要待今日黨團會議商討後，才決
定發言內容，初步會談到香港社會現
況、行政立法關係，包括評價特首梁振
英的表現，又說估計屆時每人只有數分
鐘時間發言，所以會再向張德江委員長
遞信，在信中詳細表達意見。
他指，立法會議員很少可以向領導

人直接表達意見，這次是很好的機
會，希望反對派能在會上釋出誠意，
包括表達希望雙方有下一次溝通機
會，而酒會是中央早已安排，並非由
特區政府加插。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來港視察，了解
社會狀況，不少市民都希
望獲張德江會見的人可轉
達心中願望，但反對派陣

營卻不停藉此事做騷，一時彈出彈入，
又說見，又說不見，然後最終還是去
見；一時又將重點錯置在保安措施之
上，忽然「關心民生」，「擔憂」地盤
停工4日的問題，卻不曾見過他們批評
拉布令多少基建工程停擺。

種種狀況都反映他們沒有去關心張德
江此行的意義，尤其是他即將對「一帶
一路」戰略與香港角色的闡述。

雖然有傳統反對派政黨希望搶攻年輕
人市場，提出所謂的「香港前途」問題
以吸引眼球，但事實上，當本報記者進
行年輕人訪問時，大家的重點都沒有放
在反對派政黨的主張之上，而是確切實
在地想去了解「一帶一路」可以帶給自
己、不同行業、甚至整個香港的機遇，
了解兩地的制度如何可以合理有序地互
相接軌，以幫助香港人北上打拚。

張德江明日將與不同人士會面，到底
反對派是會認真交流去探討議題，還是
會繼續「柴娃娃」叫個口號、作個姿態
去浪費溝通的機會，市民又會如何回應
這些行為，相信很快就會見真章。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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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雄。 楊佩韻攝

■宣傳「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海報在灣仔會展外懸掛。 中通社

■灣仔會展中心周圍一帶，警
方已設置大型水馬作圍欄封鎖
部分街道。 梁祖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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