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來港視察，其間與包括4名反對派議員在內的有關人士

會面，反對派議員當面批評特首梁振英，甚至要求「換特首」。梁振英日前接受無綫電視訪

問時直言，「換特首」也解決不了目前的問題。的確，香港目前的問題，不僅是制度設計使

然，而且許多深層次問題解決難度很大。無論誰當特首，香港都會面臨同樣難題。梁振英自

上任以來一直面對嚴峻的挑戰，但4年來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因此，把問題歸咎梁振

英並叫他下台是本末倒置，極不負責。香港要突破困局，關鍵是尋求共識政治，求同存異，

為香港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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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眾志」近日遭到四方八面的
抨擊，「眾志」變成「中箭」，原因
是失去學生道德光環的黃之鋒、羅冠
聰等人，與反對派的政棍其實並沒有
分別，他們現在所走的路，所做的
事，與過去他們所看不起的反對派政
客都是如出一轍，沒有誰比誰高尚，

他們過去可以在道德高地批評別人，現在自然「君體
也相同」。黃之鋒過去經常批評反對派政客的行動無
用，要有新的方向、新的思維、新的希望，但其實，
黃之鋒等人的所作所為與這些人並無分別，「香港眾
志」不見新希望只有小政棍，泡沫爆破只是遲早的問

題。
近日，「香港眾志」又表示考慮就張德江視察香港

的保安安排作司法覆核，他們指張視察香港期間，警
方每天動用超過8,000警力，以「反恐」級別安排張德
江的保安工作，過程中留意到或有違憲的安排云云。
國家領導人來港，警方以高級別保安是合情合理的
事，始終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人流來往自由，在
保安上自然需要加倍嚴謹，這與違憲有何關係？至於
劃出「保安區」在過去一直如此，全世界都沒有聽過
因應領導人安全而劃出保安區，竟然會被指不合法？
「香港眾志」的法律知識實在令人驚訝。
其實，「香港眾志」也知道提出司法覆核的理據荒

謬，但相信他們都會做，原因很簡單，就是利用司法
來做一場政治騷而已。只要他們找一個學生提出司法
覆核，自然有望申請到法援，不費一分一毫就可以搞
一場司法覆核，為羅冠聰、黃之鋒等人增加曝光機
會。至於官司勝算多大、理據多無理，並不在他們考
慮在內，橫豎由納稅人埋單，與他們無關。
黃之鋒等人經常批評反對派政客守舊、無創意、行
禮如儀，但濫用司法覆核的伎倆本來就是梁國雄、黃
毓民優而為之，黃之鋒等人看不起長毛，為什麼現在
卻要墮落得學習他們濫用司法覆核的「爛招」呢？再
者，黃之鋒等人也經常批評示威抗議無用。好了，這
次傳統反對派政黨都不去抗議，反而把握機會與張德
江會面，但黃之鋒之流又去做什麼呢？原來，他們去
了活動現場抗議，在馬路上攔截車隊，與警員大玩
「兵捉賊」遊戲。當然，少不了對着警員大叫大嚷，
讓同伴拍好照片放上facebook以博支持者一笑。這些

行徑不是他們最不屑的政棍行為嗎？為什麼他們現在
卻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這說明黃之鋒、羅冠聰等人未成長已變老，在喪失學

生光環之後，迅速墮落成小政棍，做着政棍過去譁眾取
寵的政治表現、上演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鬧劇。黃之鋒等
人過去以學生身份，以學生的道德高地，自然可以對反
對派政客指手劃腳，但到他們自己組黨之後，就發覺所
謂新路線、新方向只是一廂情願。現在反對派基本只有
兩條路，一是走激進「本土派」、「港獨派」的死路；
一是走溝通對話的「中間路線」。如果兩條路都不想
走，結果只會兩面擠壓，兩面不是人。然而，「香港眾
志」卻是溝通無心、「港獨」無膽，於是只能走左右逢
源的政治路線。其實，這不過是一條只懂抽水，無理
念、無方向的政棍路線。黃之鋒最喜歡賣弄小聰明，
「公我贏，字你輸」。但其實，輸的只是他自己以及這
個「香港眾志」。

「香港眾志」不見新希望只有小政棍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換特首」不能解決問題 尋求共識政治是正途

反對派議員應實事求是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早前來
港視察，其間與包括4名反對派議員在內的有關人士會
面。反對派議員聲稱特首梁振英是香港今天面對分化、
撕裂困局的罪魁禍首，唯有梁振英不連任才可令香港社
會團結云云。有關說法本末倒置，「換特首」論並不可
取。

香港目前的問題是制度設計使然
首先，香港目前的問題是制度設計使然。在行政立法
關係中，立法會議員有監督施政的責任，卻不負施政的
責任；特首肩負施政重任，但無黨無票，這是政治客觀
現實。與香港的反對派相比，西方的反對派有兩個顯著

的特點：一是西方的反對派強調「有批評也有建設」，
二是西方反對派講究反對的「合法性」。但是，香港反
對派從不考慮承擔執政責任，他們所考慮的全部，就是
如何為反對而反對，至於如何提出實際可行的解決問題
辦法或政策性措施，則完全不予理會。正如梁振英在訪
問中指出，若只是反對特首、反對政府而沒有具體建
議，一切就流於政治化。事實上，一切流於政治化使香
港陷入內耗深淵，政府動輒得咎，難以集中精力進行科
學有效的決策，社會亦缺乏搞好經濟的和諧環境，這不
僅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自我
邊緣化的趨勢。
其次，香港目前的問題，是社會積存多年的許多深層

次問題和矛盾並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例如香港經濟多
年來偏重房地產，房地產價格高企，不但妨礙市民改善

居住條件，而且遏抑各行各業的成長，導致貧富懸殊和
社會矛盾加劇。樓價高企，中產與年輕一代怨氣飆升，
堵塞了八十後、九十後向上流動的途徑，令他們無法實
現人生計劃，包括結婚和生育。

「適度有為」取得初步成效
梁振英上任以來，香港的土地房屋政策經歷前所未有

的改變，土地、公屋、居屋供應大增，逐步理順土地供
求失衡的問題。梁振英並果斷推出樓市「雙辣招」，遏
抑投機活動，遏止了樓價升勢。正如梁振英指出，現屆
政府用「很堅強的意志」在房屋問題上做出成績，「今
天再沒有人說地產霸權，今天大家擔心的是，樓價會否
跌得太快」。
針對貧富懸殊加劇，梁振英推出多項重大的紓緩舉
措，包括重設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扶貧委員會、破天荒
制訂首條官方貧窮線、落實惠及40多萬長者的「長者
生活津貼」、積極籌備全新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元、推行涵蓋多項措施，
並惠及不同群組的扶貧措施。社會福利現時是現屆政府
教育外的最大開支，過去4年財政開支增加了五成五，
證明政府扶貧是做實事的。
張德江充分肯定梁振英的施政成績，指出這屆特區政

府提出了「適度有為」的施政理念，在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比方說在土地方面、在房屋方面、在養老方面，

在扶貧方面，提出了很多新
的舉措，也取得了初步的成
效。
梁振英已經做了大量工

作，民生、地產成績有目共
睹，但是反對派近年採取極
端對抗態度，對人不對事，
施政大受阻撓，梁振英本來
可以做得更多更好，但卻想
做做不到，做不好，這也是客觀現實。因此，把制度設
計使然的問題和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歸咎梁振英，並叫他
下台是本末倒置，極不負責。

關鍵是尋求共識政治
無論誰當特首，香港都會面臨同樣難題。關鍵是尋求

共識政治，求同存異，為香港共同努力。在目前社會撕
裂、政治兩極化加劇的背景下，大多數香港市民仍主張
「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爭取不同訴求。一方
面，政府或社會的各持份者都應虛心聆聽，尊重不同訴
求，並從中汲取合理的成分；另一方面，持不同意見者
絕不應將己見強加於人，更不應動輒阻撓正當施政。香
港作為一個多元共融社會，存在各種訴求，香港政治的
出路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基礎上，逐步建立為香
港大多數市民所認同的共識政治。

黎子珍

據傳媒引述領
展的消息，領展
下月起大幅上調
旗下停車場月租

車位租金，平均增幅超過8%，加幅遠超通脹，
完全漠視車主的承擔能力。領展年年加價，民建
聯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累月租時租車主「爭位泊」
領展目前擁有及管理76,000個泊車位，絕大

部分位於公共屋邨及居屋屋苑範圍內，性質如同
屋邨生活設施。按領展屋邨停車場的地契，一般
設有條款述明使用停車場設施的人士，通常只限
於有關屋邨或屋苑的居民，以及土地契約指明的
其他屋邨或屋苑的居民和真正訪客。由此可見，
領展的停車場原來的設置是以服務公屋及居屋居
民為先。可是，近日大批月租車主投訴，指領展
大幅縮減停車場的月租「固定車位」數量，改以
「浮動車位」取代，令月租車主須與時租車主
「爭位泊」，為他們帶來諸多不便。
儘管領展解釋，改動只為提供更多時租車位
給訪客，縮短輪候時間，但令人擔心的是，領展
視停車場為商場「附屬設施」，並以「泊車
易」、「泊車優惠」吸引外區客以帶動人流，提
升商場的資產價值，導致月租泊位縮減情況變本
加厲。此外，領展雖說會確保有足夠車位預留給
月租車主，但舊式屋邨停車場的設計一般較狹

窄，不是所有車位也適合「搵食車」或「家庭車」停
泊，是否「泊得落」，恐怕要閣下自理了。
另一方面，部分屋邨電單車泊位需求甚殷，領展卻以
地契限制為推搪藉口，拒絕把長期空置的私家車泊位改
作電單車泊位，變相浪費資源及成為日後車場加租的藉
口。事實上，領展可以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豁免書，將
私家車位改為電單車泊位。到底是「不能加」，還是因
利潤少而「不願加」？
以上種種，可見領展在管理停車場上已不太重視屋邨

車主的利益，且加租的步伐及幅度何其急促，完全漠視
居民負擔能力，因此，民建聯強烈要求領展撤銷今年加
租。 註：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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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多不接受拉布
逾半贊成修例阻拉

由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所成
立的「青年創研庫」，上月以電

話形式，隨機抽樣訪問539名18歲至
34歲青年，了解他們對立法會運作與
職能的看法。結果顯示，受訪者對立法
會發揮其基本職能的評價不高。以10
分為最滿，5分為合格計算，「制定法
律」的評分為5.43分，「批准及監管公
共開支」及「監察政府工作」兩方面的
表現，平均只有4.55分及4.56分，屬
不合格水平。
58.2%受訪青年對近年立法會的整體
運作表示不滿意，滿意的僅為29.6%。
32.7%受訪青年認為，近年立法會最不
足之處是缺乏理性討論，另有29.4%人
指議會秩序混亂。

77.5%不接受「擲雜物」
此外，受訪青年大多不接受立法會內
的激進行為。77.5%受訪者不接受「擲

雜物」，74.2%受訪者不接受「議員離
開座位衝擊主席」，另有 73.8%及
51.2%受訪者不接受「破口大罵」及
「議員主動離場抗議」。
就議會內的拉布行為，63.9%受訪者

表示不接受，當中有42.4%人認為拉布
「浪費公帑」，另有近20%人認為拉布
「阻礙政府施政」或「沒有效果」。有
52.7%受訪者贊成修改《議事規則》，
阻止拉布繼續發生。
56.0%受訪者感受到近年行政與立法

機關的關係甚差或非常差，當中48.7%
人認為各方面均需對此負上責任。

最欣賞立會主席曾鈺成
52.7%受訪者表示自己有登記做選

民，當中76.7%表示自己會投票。對於
立法會議員最應具備的條件，受訪青年
認為，首選是個人操守（35.6%），其
次是思考能力（18.4%）。而青年最欣

賞的現屆立法會議員，是立法會主席、
民建聯曾鈺成，支持人數佔15.3%，遠
遠拋離其他人。
青年創研庫「管治與政制」組別召集

人鄭東認為，研究結果反映受訪青年重
視議會理性討論文化與議員議政質素，

但對立法會的信任有保留，認為這和立
法會內的激進行為有關。他表示，應加
強議會與公眾更緊密的聯繫，例如推出
流動展覽車，以互動方式讓各區市民了
解立法會運作，並進一步善用社交媒體
平台，主動向外發放消息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近年亂象橫

生，除有反對派拉布阻撓議會運作，還出現擲雜

物、衝擊主席台等激進行為。一項調查顯示，近

60%青年不滿意現屆立法會的運作，約64%人表示

不接受立法會拉布，主要是因為行為浪費公帑和阻

礙政府施政，更有逾50%人贊成修改《議事規則》

以阻止拉布。此外，逾70%青年表示不接受在議會

內擲雜物、破口大罵、衝擊主席台等行為。調研機

構召集人鄭東表示，研究結果反映受訪青年重視議

會理性討論文化與議員議政質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指
出，比例代表制會令立法會內的主張走向極端及激進，
認為社會須反思是否要繼續現行制度。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表示，改變選舉制度有一定難度，或會影響一些參選
人的當選機會，受影響團體會作出反對。
曾鈺成表示，每個選舉制度都有利弊，即使將比例代
表制改為簡單多數制，亦會有明顯缺點。他認為，現時

立法會內的激進和極端現象，與社會民情有關，他認為
應先解決社會實際矛盾。
此外，就有傳政府正籌備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到深圳

訪問一事，曾鈺成表示未知有關計劃。他說，今屆立法
會餘下時間不多，訪問又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才能成
行，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若要組織視察，可以早點與立
法會聯絡。

曾鈺成：改選舉制有難度

■曾鈺成
資料圖片

■「青年
創研庫」
公佈民調
結果。
鄭治祖 攝

不接受拉布
最主要原因

原因 比率

浪費公帑 42.4%

阻礙政府施政 19.6%

沒有效果 19.4%

影響民生 9.8%

屬政治show 8.3%

受訪市民對各項議會
行為不接受程度

項目 不接受比率

擲雜物 77.5%

議員離開座位衝擊主席 74.2%

破口大罵 73.8%

拉布 63.9%

議員主動離場抗議 51.2%

資料來源：青年創研庫 整理：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