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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與東盟國家外交部長日前在老撾首都萬象，
發表關於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聯
合聲明，重申了《宣言》在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中發
揮的重要作用，承諾根據國際法原則，由直接有關
國家通過磋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和管轄權
爭議。這是中國在應對菲律賓單方面挑起南海仲裁
案風波後，取得的階段性成果。有關各方確立要以
磋商及談判的方式來解決南海問題，可以說是回到
了理性務實解決有關問題的正確軌道。下一步的雙
邊談判，希望相關國家言而有信，不要口惠實不
至，更不要講一套做一套，真正與中國共同努力，
讓南海繼續成為和平之海、合作發展之海。

南海風波最近持續升溫，美日等域外國家借非
法的南海仲裁大做文章，更企圖利用東盟外長會
議，製造對中國不利的輿論並向中國施加壓力。
但在中方積極有力的外交努力之下，東盟外長會
議在 25 日發表聲明，對南海仲裁案隻字不提，而
是承諾根據國際法原則，由直接有關國家通過磋
商和談判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和管轄權爭議。一
家美國媒體評論說：「中國贏得了毫不含糊的外
交勝利！」德國新聞電視台也解讀說：「這份聯
合聲明顯示，東盟國家不願意在兩個超級大國之
間作出選擇。即使是菲律賓和越南，在對於與中
國的南海爭端上，也顯示出相對謹慎。儘管美國
願意提供保護傘，但這些國家也不希望因此而失
去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的確，東南亞國家和中國既有傳統的友誼，
更有密切的經貿合作關係，在世界格局發生深刻

變化的當今時代，東南亞國家都把與中國加強友
好合作，放在重要地位。東盟多國都看得很清
楚，菲律賓前政府單方面提起的所謂南海仲裁
案，改變了以往有關當事方通過直接對話協商和
平解決爭端的有效方式，使原本和平安寧的南海
平生風波，徒增緊張。事實證明，3年多來，這場
所謂的仲裁不僅沒有達到定紛止爭效果，反而攪
亂了地區局勢，損害了地區穩定，干擾了中國和
東盟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和磋商「南海行
為準則」的進程，東盟多國毫無得益。對於這一
局面，相信東盟直接當事國是心中有數的，對於
中國通過磋商解決問題的外交努力，相信相關國
家是樂於接受的。

中國此次取得的階段性外交成果，為今後撥亂反
正、理性務實地解決南海問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不過，要解決好南海的領土爭議問題，非一朝一夕
之功，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要解決好南海問題，
首先要尊重歷史，尊重共同的原則，南海諸島自古
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有大量的歷史事實和歷史文
件可以佐證，如果不尊重這些歷史，就沒有解決問
題的基礎。其次，要有務實、理性的態度和解決問
題的誠意。在這個方面，中國早就提出「擱置主權
爭議、共同開發資源」的主張，這是目前情況下，
考慮到各方面利益，在維持良好合作關係前提下，
解決問題的務實做法，應該成為有關各方磋商談判
的基調。另外，很重要一條，就是要排除域外國家
的唆擺及干擾，摒棄這些別有用心勢力的插手，不
能讓他們把水攪渾。

口惠實至，務實理性解決南海問題
近年全球經濟下行，訪港旅客減少，加

上網購盛行，本港零售業大受衝擊，銷貨
總額已經出現 2003 年沙士以來最長下跌
浪，連跌15個月。面對逆境，本地零售業
界推出「全港購物節」活動以自救，趁暑
假旺季刺激銷情，昨日又在灣仔舉辦「全
港企業慶回歸」答謝巡禮，提供不少新優
惠、新搞作，期望能刺激消費，行動值得
鼓勵；長遠而言，希望零售業界適應日益
變化的外部環境，不斷求新求變，提升品
質與服務，從根本上擺脫困境，迎來轉
機。

今年的「全港購物節」有超過1,500個品
牌、3,500間商戶參與，向市民提供購物優
惠，部分產品更低至五折；另外在指定商
戶消費滿100 元以上，憑當日收據可換取
禮品。這些刺激消費的做法，對萎靡不振
的消費市道產生了一定的作用。毫無疑
問，香港零售業以價廉物美、服務周到有
禮而聞名世界，「購物天堂」吸引世界各
地顧客。不過，隨近年訪港人數呈下跌
趨勢，尤其內地旅客數量大不如前，加之
受外圍經濟變化和匯率因素影響，旅遊業
到處吹寒風，零售業的整體表現大不如
前。

要挽救零售業，必須適應現實環境的變
化，根據旅客的消費習慣和觀念變化，引
入創新思維，不斷求新求變，向開拓新產

品、服務多樣化及高增值方向發展。尤其
要解決好當前發展模式固化、創新動力不
足的問題，跳出原有的思維定勢，對現有
的優勢資源進行再整合，升級換代、推陳
出新。零售業界要以創意營造全新形象，
更要努力營造熱情好客的形象，全社會亦
應對零售業的轉型予以支持。

需要警惕的是，零售業界有極少數害群
之馬，以卑劣手段強買強賣、欺客坑客，
導致香港零售業形象欠佳、業績插水。業
界應該在全力優化自身優勢的同時，配合
有關執法部門「清掃門戶」、淨化業界，
大力整頓行業內的不正之風和害群之馬，
糾正和懲處不良營商手法，徹底洗脫行
騙、誤導、坑蒙消費者的行業負面形象。
作為本港經濟主要支柱產業，旅遊零售業
共提供約80萬個工作職位，與基層市民生
計息息相關。因此，政府也有責任出手幫
助業界走出困境，以保障就業。

重塑本港「購物天堂」的形象，需要多
方共同努力。零售業界需以優質產品和服
務吸引消費者，不斷求新求變，保障行業
聲譽；政府應繼續與業界合力打擊強迫購
物等非法行為，必要時及時推出刺激措
施，引導行業良性發展；同時，港人必須
保持清醒，集體抵制一切「趕客」行為，
不容政客做騷得益、全港市民一起「埋
單」的現象重演。

民生無小事 慧琼及時跟
訪旺角撐建圖書館 挺觀塘完善社區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民生無小事，跟進需及時！」

已報名參加新一屆立法會超級區

議會界別選舉的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繼前日前往灣仔及北角區

後，昨日到訪與她甚有淵源的旺

角及觀塘區。她表明支持在旺角

的室內運動場館加入圖書館及泳

池等設施，同時希望特區政府在

觀塘多興建社區設施及完善區域

的交通配套，繼續落實她跟進民

生事的口號。

提名

不少已報名立法會選舉的參選
者，繼續積極落區宣傳，期望以汗
水換取市民的認同及支持。競逐連
任九龍東直選議席的黃國健，昨日
聯同現任立法會議員、工聯會榮譽

會長陳婉嫻及競選團隊成員之一、建造
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到港鐵觀塘站A
出口街站宣傳，希望市民多多支持，讓
彼此可繼續風雨同行，穩健向前。黃國
健昨日將有關宣傳片上載至其facebook
專頁。
黃國健落區時向街坊介紹他的新舊拍

檔周聯僑與陳婉嫻，又表明希望繼續為
打工仔發聲出力，改善社區環境，與市
民一起爭取合理的勞工權益，期望市民
可一如既往地繼續支持工聯會。
陳婉嫻說：「期盼在這次選舉裡，大
家可支持一個與我拍檔的黃國健，大家
都是為基層、為打工仔打拚！」
她指，工聯會過去一直爭取標準工

時、取消強積金對沖及統一假期，未來
亦會繼續努力於相關工作，期盼新一屆
議會能在有關方面有所突破，希望得到
市民支持。

國健盼港雨過天晴無爭拗
黃國健其後在facebook上貼文指，昨

日在觀塘站出口街站宣傳期間，雖然灑
下一陣驟雨，但無阻他們風雨同行，天
空中更出現一道美麗的彩虹，為他們打
氣。他表示，期盼香港也一樣，雨過天
晴，不要再紛亂爭拗，「讓我們繼續穩
健向前。」

已報名參選九龍東分區直選的名單包括民建聯柯創
盛，獨立的謝偉俊，民主黨胡志偉，公民黨譚文豪，
工黨胡穗珊，「東九龍社區關注組」陳澤滔，「前
綫」譚香文，「人民力量」譚得志，及沒有報稱政治
聯繫的呂永基。 ■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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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直選的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蔣麗芸，連日來與競選團隊馬不
停蹄落區與市民見面、溝通。她引述一
位伯伯說，香港近年社會好多亂象，有
人主張「獨立」，認為「那些人無受過

苦，不知道如果香港無國家看住，中國人會
受苦，無『國』哪有『家』？」情到深處，
伯伯竟黯然淚下。
蔣麗芸昨晨前往美孚與街坊談天，偶遇伯
伯與其聊起香港近年的情況。她在facebook寫
道：「80多歲的伯伯看到香港一些亂象，說
着說着……哭起來了！」除感歎伯伯真情流
露之餘，亦足見蔣麗芸與市民間的溝通，順
暢而深入。
蔣麗芸於 facebook 動態中又寫道：「耐

心、用心、細心聆聽市民訴求，是議員必備
條件！」她如此說，亦如此做，昨日與競選
團隊落區拉票後上載短片到facebook，片中可
見身着紅白相間襯衣的蔣麗芸，不斷揮手、
微笑、致謝，落力與市民打招呼。

落力拉票 林德成鞠躬2000次
其身邊的助選團隊亦十分賣力，其中區議
員林德成更多次鞠躬表達誠意。蔣麗芸於短

片下方寫道：「這段期間很多議員落力幫我
拉票，林德成議員單單一分鐘就鞠躬18次，
企咗近兩小時，即係超過2,000次！一定好倦
了！」
有網友在短片下留言說：「辛苦了你們」、

「真情，難得！」「精神可嘉！」及「蔣議員
支持你，再次當選，為民請命。」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的名單還有：經民聯梁

美芬、「新思維」狄志遠、民主黨黃碧雲、
公民黨毛孟靜、民協譚國僑、「青年新政」
游蕙禎、「小麗民主教室」劉小麗、李泳
漢、「維園衝鋒」朱韶洪及「普羅政治學
苑」黃毓民。 ■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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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新界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改善鄉郊環
境設施自是他6大政綱（見圖）重點之一。陳克勤昨
日在其facebook指出，目前鄉村設施不足，實有必要
加快發展，以改善村民的生活，攜手令鄉郊變得更美
好。他承諾會爭取成立保育基金，以收購、租賃或其

他方式對有保育價值的私人土地或歷史建築物，進行有效
管理，保育新界鄉村的文化及傳統。
在改善村民生活方面，陳克勤會爭取將北區及大埔來往

鄉村的小巴，一律由16座增至19座，以增加載客量和縮短
輪候時間。此外亦認同應重設鄉村巡邏隊，防止爆竊，及
繼續加強光纖入屋服務。 ■記者 文森

克勤倡設基金保育鄉郊

在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李慧琼排民建聯名單首
位，出戰九龍西選區，最後當選。昨晨，她到

油尖旺區與街坊們打招呼，到富榮花園，探望她8年
前的競選拍檔、現任油尖旺區議員鍾港武。
她昨晚在其facebook（面書）專頁發帖，發放一
段兩人之間的對談，共話當年，一起看回當年的照
片，更強調沒有經過PS（電腦處理）。

向老拍檔問區務日後跟進
在片段中，李慧琼首先讚賞鍾港武在區內由開荒
牛做起，看着區內建設一步步建立起來，她又查詢
當區居民現時最關心的議題是什麼，以備日後跟
進。
鍾港武則多謝黨和李慧琼一直以來的支持，指區
內的社區發展已上軌道，但居民都有一個願望，就

是希望在富榮花園附近一幅吉地上興建的政府設
施，可以盡快啟動及落成。
鍾港武續說，希望此室內運動場館設施，可以加

入圖書館、泳池及社區會堂的元素，區議會已爭取
到政府支持此方向，但仍需進一步落實，亦需向立
法會申請撥款，才能建得成。因此，他希望黨和李
慧琼會支持居民此要求。

挺油尖旺市民所需
李慧琼即時回應說，曾有一區欲建社區會堂被否

決，但他着鍾港武放心，因為他們均會實事求事，
市民支持的項目，特別是一些對市民生活有幫助的
設施，他們必定會支持。
李慧琼其後再到觀塘，並發佈兩張她在區內爭取

市民支持的照片。她在帖文說，自己中學時在觀塘

唸書，因此每次來到觀塘，她也有很大感受，就是
觀塘的變化很大，多個房屋及重建項目落成。
她指，人口愈來愈密集，政府也要同時多興建社

區設施，亦需重視交通配套，居民才可以安居樂
業。

允跟進灣仔北角康樂設施
李慧琼表示，自己近日行程相當緊密，更發帖重

提前日到過灣仔及北角區，得知兩區分別出現康樂
設施老化及街道臭氣問題。她再次承諾，會與黨內
區議員作出跟進，最重要是令街坊感到滿意。
已報名參選區議會（第二）界別者還有：民建聯

周浩鼎、工聯會王國興、公民黨陳琬琛、「街工」
梁耀忠、民主黨涂謹申、民主黨鄺俊宇、「新民主
同盟」關永業及民協何啟明。

■蔣麗芸連日來落區與市民親切談天。fb圖片

■陳克勤
的 政 綱
中，改善
鄉郊環境
設施是重
點之一。

fb圖片

■李慧琼（持咪者）和柯創盛等昨日到觀塘爭取市民支持。 fb圖片

■黃國健昨日聯同陳婉嫻及周聯僑到港
鐵觀塘站A出口街站宣傳，希望市民多
多支持，讓彼此可繼續風雨同行，穩健
向前。 fb截圖

不斷求新求變 零售業方能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