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進「本土」候任議員未宣誓、先宣戰，不斷挑戰
「一國兩制」的言論，已經引起市民的注意，他們就任
之後，會不會把立法會變成「播獨」平台？會不會把香
港引向更加分裂地步？會不會使香港經濟民生問題滑至
更加糟糕邊緣？廣大愛國愛港人士非常擔心。儘管這幾
位候任議員信心滿滿，怪論多多，但筆者認為，激進
「本土」議員欲撕裂社會企圖不可能實現，因為他們對
國情、港情、民情和國際環境存在四個誤判。

對中央政府堅決反對「港獨」底線的誤判
決不允許香港從祖國分裂出去，這是中央政府的底
線，不可動搖，堅如磐石。對此，缺乏歷史常識和全局
眼光的激進「本土」派認識不清。
從歷史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飽受列強欺侮，中國

曾經四分五裂，聞一多先生作詞的《七子之歌》就讓國
人牢記曾經被「大卸八塊」的恥辱。由於某些國家的干
預，中國至今還沒有完成國家統一。國家分裂是國人心
中之痛，國家統一是國人強烈願望，國家和諧是全球華
人的共同企盼。在中國，無論哪個黨執政、無論誰是最
高領導人，都不可能讓香港獨立，否則，就成了千古罪
人。
從現實看。當今中國還面對「台獨」、「藏獨」、
「疆獨」，如果允許「港獨」勢力打着民主的旗號肆意
妄為，那麼，勢必助長其他分離主義勢力的囂張氣焰，

如果分離主義勢力紛紛崛起，中國豈不是面臨崩盤的危
險？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中央政府絕不可能退讓。
從國力看。今天的中國，不是晚清時代經濟破產、社

會腐敗、畏前畏後的衰敗之相，也不是民國時代內憂外
患、國土淪喪的滅亡之相，儘管中國有種種不足，但國
力日益強大，而且仍呈上升趨勢。如果說，過去維護國
家統一「心有餘而力不足」，現在，則有足夠能力，中
央政府堅決反對「港獨」有足夠底氣。

對廣大市民要求穩定安寧民意的誤判
激進「本土」人士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冒出，給

人造成一種感覺，似乎香港有許多人支持「港獨」。其
實，這是錯覺。
首先，支持「本土」的選民並非支持「港獨」。激進
「本土」議員參選時簽署了擁護「一國兩制」的確認
書，在競選過程中也閉口不談「港獨」。支持他們的選
民，有的是懷着「求新求變」的心態，希望新面孔代替
老面孔；有的擔心香港變成另一個內地城市，希望香港
保持有別於內地的獨立性；有的希望在「高度自治」的
原則下，港人有更大的民主空間。這些都不能等同於贊
成支持「港獨」、反對「一國兩制」。如果激進「本
土」議員「偷換民意」，走向「港獨」之路，則會自取
其辱。
其次，香港的主流民意是保持穩定安寧。「香港不能

亂」是各界的共識，「港獨」觸底線、不可能、沒條
件、無前途，並不能帶來所謂的「民主」，只能把香港
搞亂，而「亂港」的成本還要由全體港人買單。市民對
「港獨」的危害看得非常清楚，渴望穩定安寧是主流民
意。激進「本土」議員如果逆主流民意行事，則會自取
滅亡。

對特區政府依法治港能力的誤判
激進「本土」議員對特區政府一貫敵視，對行政長
官發出的國慶酒會邀請也斷然拒絕，這種做法蠻不講
理。既已當選議員，就進入了香港的政治架構內，不
是凡事都要鬧到街上去；架構內的溝通渠道是暢通
的，議員與政府的溝通是必要的，雙方有分歧本在情
理之中，但目標都是把香港的事情辦好。而拒絕溝
通，「逢梁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則說明沒
有把「服務香港」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一己之私
利」放在第一位。激進「本土」議員也許會認為特區
政府「其奈我何」？可以置之不理。基本法規定香港
的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獨立，如果激進「本土」議
員嚴格依法行事，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公然推動或
傳播「港獨」，違憲違法，特區政府則有責任、有必
要、有權力依法處置。
首先，特區政府有依法治港的底氣。特區政府行事依

據的是基本法，走的是正道。「港獨」勢力依據的是所
謂「國際慣例」、「人權法則」等毫無法律效力、且模
糊不清的概念，走的是邪路。如果激進「本土」議員執
意推動「港獨」，秉持「無底線」原則，主張「勇武抗
爭」，策劃、鼓動、參與街頭暴力活動，造成流血事
件，特區政府一定會依法維護治安，因為這是職責所
在。

其次，特區政府有依法治港的能
力。儘管一些人對特區政府的施政能
力非議不少，但從處理非法「佔
中」、旺角暴亂事件中，人們對特區
政府依法治港的能力應該有一個公正
的評價，特區政府平息了事態，應對
措施並無大的失誤，眾多警員受傷，
依然履職盡責，保護了市民安全，表
現出良好素質。

對美國政府支持「一國兩制」基本制度的誤判
「港獨」勢力非常孤單，希望找到靠山。激進「本土」
候任議員也可能有這個心思，尤其是希望得到美國的「幫
助」。但新任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Kurt W. Tong）
近日的一番話，給他們潑了一頭冷水。他在美國商會午宴上
回答媒體提問時說：「美國政府對此（港獨）的看法相當清
晰，美國認定香港為中國一部分，我們同時非常珍視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享有的高度自治。而我在致辭時也有提及我
們相信那是十分成功的方程式，有需要維持和繼續推行。」
美國重返亞太，千方百計遏制中國崛起，但在對待香

港問題上，美國政府既沒有佔據道義高地，也看到中國
維護國家統一的決心和能力，畢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
韙。眼下，美國大選「驢象相爭」進入對決階段，無論
誰當選總統，都不會愚蠢到與中國全面對抗，那只會兩
敗俱傷。在此大局之下，美國政府不會支持「港獨」。
當然，美國政府不支持「港獨」，並不排除美國某些
組織、某些人暗中支持，但這不可能讓「港獨」勢力得
到多少好處，而且，關鍵時刻，很有可能會讓其成為犧
牲品。因此，激進「本土」議員不要白日做夢，為所欲
為，誤判形勢。

激進「本土」議員欲撕裂社會企圖不可能實現，因為他們存在四個誤判：對中央政府堅決

反對「港獨」底線的誤判，對廣大市民要求穩定安寧民意的誤判，對特區政府依法治港能力

的誤判，對美國政府支持「一國兩制」基本制度的誤判。對形勢判斷有誤，恰如「盲人騎瞎

馬，夜半臨深淵」，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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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本土」議員欲撕裂社會企圖的四個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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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繼續英國倫敦訪問
行程，在多個場合分別介紹香港在「一
國兩制」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下的
獨特角色，簡介西九文化區和啟德體育
園的最新發展。
林鄭月娥早上出席「亞洲之家」的早

餐圓桌會議，感謝「亞洲之家」主席布
義德爵士的邀請，為「亞洲之家」近期
刊物《Asia 2025》撰文，彰顯香港作為
具備高度聯繫性城市的角色。其後，與
英國文化、媒體及體育大臣龐碧琳會
晤，簡介西九文化區和啟德體育園的最
新發展，促進香港與英國在文化及體育
發展方面更緊密合作。
林鄭月娥與亨利．凱瑟克爵士及衛奕

信男爵，出席了香港工商協會舉辦的午
餐會，並於會上致辭，闡述香港的優勢
和機遇，及現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
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工作。

晤英「財爺」冀兩地增貿易
午餐會後，林鄭月娥再與英國財政大臣夏文達

會面，就多項共同關注議題交換意見，包括「一
帶一路」和金融科技發展，並期望兩地有更多貿
易和投資機遇。
此外，林鄭月娥還在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

處和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合辦的酒會上，向450位
英國基建界專業人士介紹香港最新的基建發展，指
香港和倫敦均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有廣闊的合作
空間，尤其可把握人民幣國際化的機遇。
林鄭月娥還拜會了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感謝

他為有需要的港人提供領事協助。

■林鄭月娥(左)在倫敦與英財政大臣夏
文達會面。

立會委會人選 建制派釋善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
立法會會期下月12日展開，秘書處昨日
亦正式向全體議員發出通知，有關立法會
主席提名細節，及按時報名參與各事務委
員會等事宜。各黨派已就正、副主席人選
進行「摸底」。建制派釋出善意，希望在
新一屆會期，有一個好的開始。
秘書處昨日向全體議員發出通知，通

知議員提名主席人選，每名候選人需要
由一位議員提名，三位議員和議。提名
下月5日截止，秘書處將於翌日確認哪些
提名有效；同月11日舉辦特別論壇，限
時兩小時，每名候選人有15分鐘發言，
隨後會接受議員提問，論壇由最深資歷
議員主持。

傳真報名改為網上報名
至於18個事務委員會方面，議員可於

下月15日中午12時前報名。秘書處為配
合「網絡新世代」，今屆的報名安排就
由以往一貫以傳真報名，改為網上系統
報名，議員可以隨時改變主意，同時亦
可查看其他議員的選項。秘書處認為操
作會更透明。
據悉，反對派陣營將於今日舉行首次

「碰頭會」，商討角逐立法會主席、財
委會、內務委員會及各事務委員會正、
副主席的事宜。
建制派則表示希望在新一屆會期，有

一個好的開始。早前，建制派已與民主
黨、公民黨及新組成的「專業議政」聯
盟，舉行非正式會議，就相關人選「摸
底」。建制派亦釋出善意，表示願意開
放三四個事務委員會，包括衛生、福利
及環保事務委員會等，但不希望由「新
丁」擔任。

系統升呢免「死火」立會板腦可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隨

着科技進步，新一屆的立法會投票系
統也要換新裝，從往日按鈕投票年
代，步入平板電腦年代。過往反對派
拉布的日子，建制派議員們為應付排
山倒海的拉布修訂投票，曾自製「按
鈕神器」，接駁一支長長的筆，緊
貼着「反對」按鈕，透過神器便可
以投票反對拉布，毋須不斷俯身向
前投票，藉以減少腰部的勞損。日
後步入平板年代，議員亦須改進神
器的設計，配合時代的需要了。
現時的立法會會議廳的投票系

統，已使用了5年之久，上屆屆尾
期間，不時出現「死火」情況，議
員按不到按鈕的情況亦偶有發生。
立法會秘書處透露，由於系統已過
時，難以尋找零件更換，且價錢昂

貴，於是藉數個月的換屆空檔，研
發了一套新電子投票系統，新任議
員便可透過平板電腦使用新系統投
票。新系統將會在立法會大會、財
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會議內使
用，但平板電腦被電線拖着，議員
不可以把平板電腦帶離座位。
新採用的平板電腦，除設有白色

「在席」、綠色「贊成」、紅色
「反對」、黃色「棄權」的圖標
外，亦會在會議期間顯示正在討論
的議案、議員發言時間、議案審議
階段等。系統還將繼續提供即時傳
譯及服務鐘功能。不過秘書處不再
向議員派發出傳呼機，若需要發出
緊急訊息或通知議員各種資訊時，
均改以手機短訊發放，即意味立法
會告別傳呼機時代。

特首決心增供地
免百姓為樓辛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增加

房屋供應是行政長官梁振英施政的

「重中之重」。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

會議前直言，「樓價貴、租金高」多

年以來一直困擾市民，特區政府積極

檢視每一個能夠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

的可能性，使香港人買樓、供樓、租

樓「不用那麼辛苦」。他指出，特區

政府會繼續增加土地供應，使「地價

不會那麼貴、樓價不會那麼貴、租金

不會那麼高。」

對於元朗橫洲公屋發展項目，梁振英昨日重
申，該項目的目標仍是共建1.7萬個單位，

政府無放棄過第二和第三期發展，會在找到解決
棕地問題的方法後盡快進行。他又指，橫洲第一
期建4,000個單位，2014年時已廣為報道。

嘆很多市民一世為供層樓
談到本港的住屋問題時，梁振英慨嘆，目前很

多市民營營役役、勞勞碌碌，一世人就是為了供
一層樓。他坦言，香港樓價貴、租金高，一直困
擾着港人，而主因是土地供應不足令地價貴，這
是積壓了多年的問題。
梁振英認為，青年付不起首期，供不起樓的情

況不正常，這種情況亦不應該繼續。他表示，現
屆政府已努力增加土地供應，「我們未來三四年

落成的樓宇，從6萬多個單位增加43%，到現在
9.3萬個單位這個2004年以來12年的新高，這就是
我和特區政府同事過去4年努力的成果。」

地不論「未發」「已發」皆善用
對於有報道指，特區政府一次的高層會議中，

建議提高愉景灣地積比率。梁振英回應時指，無
論是大嶼山或香港其他地方，未發展的土地，當
局都想看看怎樣可以發展；而已發展的土地，也
看看怎樣可以增加發展密度，形容這是一個很正
常的做法。
另外，對於有建制派議員提到曾與中聯辦談及

立法會選舉和立法會主席人選等問題，梁振英表
示，立法會選舉完全根據香港選舉制度及法例進
行。

慧琼籲多辦「帶路」團助港青開眼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一帶一路」為香港
社會及年輕人帶來無限機遇，成功申請「一帶一路」
交流資助計劃的民建聯，就推出了俄羅斯青年交流
團，帶領年輕人去了解這個鄰近大國，結果有逾300
名青年競逐30個名額。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認為，反
應熱烈顯示香港青年期望認識世界，呼籲其他團體也
去申請相關資助，舉辦更多「一帶一路」青年交流
團，滿足香港青年們「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的
心願。
不過，雖然獲資助下團費較低本是常理，但有人質

疑3,000元可到俄羅斯8天，認為這是用公帑替民建聯
搞旅行團。李慧琼昨日出席活動時回應表示，有關申
請完全符合計劃要求，據其了解亦無其他政黨申請，
故當中並無偏頗問題。
至於坊間有傳激進「本土派」的候任議員，宣誓時

將會加插個人宣言，以示對香港基本法和相關國家主
權誓詞的反對。李慧琼認為，所有候任議員都很清楚
必須宣誓遵守香港基本法，若有違反誓詞的個案，秘
書處都應該跟進。

讚梁君彥熟規則宜膺主席
被問及新一屆立法會主席人選，民建聯稍後會正式

召開內部會議討論，初步不計劃參選立法會主席。她
認為梁君彥是一個合適人選，有經驗、熟規則，能與
兩地政府有效溝通。她相信候任議員們會選出合適的
立法會主席，希望新一屆立法會在新任主席帶領下有
新的氣象。民建聯會致力與各政團能協調共事，她本
人也已非正式與新同事們友善接觸。她期望新一屆立
法會的運作，能達到大部分議員和絕大多數市民們樂
意見到的結果。

■■李慧琼表示李慧琼表示，，民建民建
聯致力與議會各政團聯致力與議會各政團
協調共事協調共事。。 殷翔殷翔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