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太諷雙邪是釋法「始作俑者」
游梁勾結「台獨」「港獨」已非空談 人大須果斷行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邪」游蕙禎、梁頌恆的宣

誓風波，引發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釋法。全國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批評，游梁兩人在宣誓失敗後、法院判決前，

行為不單無收斂，甚至變本加厲，走去台灣會見「台獨」中人，更帶

同其助理衝擊立法會，令到立法會無法正常運作。她強調，全國人大

常委會並不是熱衷釋法，但游梁鼓吹「港獨」明顯與其他地區分裂勢

力溝通已非空談，而是有了實質性行為，涉及國家統一，必須果斷行

事。今次人大釋法只是要保障國家統一及安全、回復立法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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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徐麗泰昨日在出席一公開活動後表示，今
次人大釋法的「始作俑者」為游蕙禎、梁

頌恆，二人在宣誓時不單止帶同道具，更加上
其言論是辱華、公開宣揚「港獨」，「這種情
形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來說，都是叛國、分裂
國家，這個罪名是很嚴重，這個行為的本身是
令絕大部分的中國人非常憤慨。」
她續說，這兩名候任議員在宣誓失敗後、法
院判決前，行為不單無收斂，甚至變本加厲走
去台灣，會見「台獨」中人，又帶同其助理衝
擊立法會，而部分反對派議員在二人並非議員
身份的情況下，用人鏈護送他們入立法會議事
廳。
范徐麗泰認為，他們鼓吹「港獨」的行為，
並與各地不同的「獨立勢力」去溝通，「港
獨」在此情況下，再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有
了實質性的行為，「我不知他們有沒有串連，
但有些人還說歡迎『獨立勢力』來香港與他們
溝通。」

以最妥當方法遏「獨」蔓延
她強調，任何鼓吹分裂國家的行為是絕對不
能讓其延續下去，是必須要以最嚴肅、最妥當
方法來加以處理，故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有必
要去清楚解釋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有需要時，是有責任主動
釋法，而這個需要正正就是這兩名『始作俑
者』，還有其他反對派議員造成的，無辦法不
再去釋法，長痛不如短痛，其實常委會不是很
熱衷釋法，據我所知，當一件事影響到國家統
一、國土完整、國家的安全及利益的時候，這

個就不是可以再拖拖拉拉，必須要很決斷地去
做。」

釋法讓立法會返回正常運作
范徐麗泰又指，全國人大常委會每一次釋法

都是要考慮到香港的實際情況，而今次宣誓事
件發生後，立法會一直都未有正常運作過，所
以不快點釋法其實是不實際，必須要透過釋法
讓立法會返回正常運作，「香港立法會已經被
他們搞到無辦法運作，如果無一個清晰的關於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解釋，如果讓他們這
樣搞下去，我相信香港立法會都有一排在擾
攘，無辦法正常開會。」

讓全港明白基本法立法原意
對於有人聲稱今次釋法是「干預」香港的司

法獨立，她認為這一點是不成立的，「香港所
謂司法獨立就是法院所作出的決定，不會受到
有權有貴的人士，包括特區政府的干預，我們
見到所謂『干預』司法獨立由始至終在香港是
沒有的。」
至於今次選擇在法院裁決前釋法，范徐麗泰

表示，釋法可以在裁決前或裁決後，惟裁決後
有上訴，「係未知數」，情況會一直拖拉下
去，故需要即刻釋法，並重申在此時候釋法並
非要干擾香港法院，而是保障國家統一、國土
不被分裂、國家的安全，同時要令香港立法會
能正常運作，及要令香港所有市民，包括議員
及法官在內，清楚知道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的立法原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
席習近平前日在秘魯首都利馬會見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時表示，希望他帶領特
區政府管治團隊繼續綜合施策，廣泛凝聚
社會共識。
梁振英昨日下午返港後回應記者問題時

表示，他和特區政府一直努力朝向這些方
向做，無論是土地規劃以至香港社會長遠
發展，當局都會在各層面做好諮詢工作，
凝聚大家的共識，「在主席勉勵下，我們
繼續將工作做好。」
梁振英說：「大家可以看到，凡有大的

政策舉措，我們都很努力做好各個方面的
諮詢，在社會層面上、在立法會、區議會
和政府各個委員會，去做好諮詢工作，凝
聚大家的共識。小至一個地區的土地規劃
工作，大至香港社會宏觀的長遠發展，譬
如我們現在做的《香港2030＋》，香港
土地利用的規劃策略。凡此種種都是過去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做的，下去我們會更加
努力去做。」

充分肯定梁振英及政府施政
被問及習主席提到「繼續」一詞，是否

代表支持他連任時，梁振英笑說，「我看
我們不要過分解讀主席的講話。事實上我
們昨日談的時間比較長，談了四十五分

鐘，主席充分肯定我和特區政府的施政。」
昨晨以署理行政長官身份主持行政會議的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則表示，
「主席對於行政長官及特區政府工作的肯定，我
們非常之高興，我們會在餘下七個多月的任期繼
續努力，完成行政長官在這屆裡各個施政方面的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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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
主席習近平日前在秘魯會見了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梁振英，聽取他對香港近期形勢和
特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報，梁振英會後引
述習近平強調，在「一國兩制」下，完全
沒有「港獨」的空間，香港要依法辦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
棠昨日表示，任何鼓吹「港獨」的行為觸
動了中央底線、神經線，中央必然會強硬
應對，又認為下任特首也必須要延續此作
風，以應對「港獨」歪風。

「獨人」觸底線 中央定出手
鄭耀棠昨日向傳媒表示，據新華社報

道，習近平要求梁振英要堅決維護國家統

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指這句說話是以
前沒有講過。過去，國家領導人都有要求
特區政府推進民主，但今次會面就沒有提
及，相信與香港過去發生的「港獨」行為
有關，「民主及國家統一基本上是沒有等
同關係，但因為你搞『港獨』，有人會話
北京（中央）就收緊，幾時都是這樣。香
港如果是和平的，有誰人會來搞你，但正
正是因為你搞完一煲又一煲，你們自己攞
返嚟嘛。」
他強調，搞「香港獨立」已觸動了中

央底線、神經線，「你觸動它（中央政
府）的大動脈，它怎可以同國民交代？中
央肯定會出手，一定要強硬。」
鄭耀棠續說，習近平今次會見梁振英

的幾句說話是很有針對性的，尤其是明年
便是特首選舉，「如果這幾句說話是兩年
前講，大家都不會怎麼理會，會覺得是客
套說話、是例牌貨，但今時今日正正就是
準備特首選舉，整個安排是可體現到中央
的想法，所有事情是盡在不言中，整個鋪
排不難看出中央已是心中有人。」
他強調，違法「佔領」行動、「青症雙

邪」宣誓事件都是梁振英及現屆特區政府一
手處理，「在這些事情上都是敢於站出來、
夠硬淨」，故認為未來特首也一定要延續強
硬作風，「你不做事的話，點頂得住那班
友？你想改變他們是無法子的，因為鼓吹
『港獨』者一定會繼續搞下去，現在還走去
台灣聯合其他分裂分子繼續搞。」

棠哥：下任特首須強硬遏「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改革推行了
16年，首批教改下的小學生亦已完成大學課程。曾任多
個教育公職的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昨日在該校畢
業禮上指出，教改在培育學生明辨是非、獨立思考及教
導學生正確核心價值等方面都有所不足，值得反思，又
特別提到目前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卻沒有以價值和道
德為基礎，變相鼓勵學生將大是大非問題選擇性地變成
「灰色地帶」，甚至將社會一直認同的「非暴力」核心
價值亦任意踐踏，呼籲各界協力完善現時教育制度。

倡三方面檢視教改
曾任課程發展議會主席、教統會委員多年的黃玉山

表示，回望已推行16年的教改，某些具體內容出現
「異化」現象。他認為，應該從學生綜合能力、廣泛
學術基礎，及正確價值觀等三方面檢視教改情況。目
前，部分年輕人未經深思就橫加批評，反映他們囿於
群眾壓力而未能明辨是非，是缺乏獨立思考的明證，
是綜合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現。
新學制下的通識科亦是黃玉山的評論要點之一。他

指，有不少教師指出，正因通識科過分強調爭辯，忽略
了以價值和道德為基礎、明辨是非分對錯的學習目標，
也變相鼓勵了學生抽離道德與價值而作爭辯，有時強調
某項價值，並以此為由去違反其他共通價值，包括選擇
性地任意踐踏「非暴力」等核心價值，將大是大非問題變
成「灰色地帶」。有關情況值得社會各界反思及改進。

黃玉山嘆「非暴力」價值觀遭踐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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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棠昨日指，中央必然會強硬
應對「港獨」行為。

香 港 近 年 有 年 輕 人 受 「 港
獨」思潮影響，妄言要將香港
從國家中分裂出去。全國人大
常委范徐麗泰昨日指出，他們
所做的不是為香港，而是挑戰

香港法治根基，還語重心長地表示，「港獨」
只會傷害香港，毀滅香港前途，「害就害我們
自己。」

范太表示，她沒有辦法想像鼓吹「港獨」者的
目的是什麼，並批評，他們的行為只要扼殺香港
的發展空間，毀滅香港前途，「你有沒有考慮過
香港社會是需要穩定，香港市民才可以安居樂
業；有沒有考慮過香港經濟是需要進一步發展，
我們下一代的年輕人才有空間去發圍、去發揮，
你現在將個空間一路掐至沒有為止，如果你真的
做到了、成功了，個成功是什麼？個成功即是你
毀滅了香港的前途，這不是為香港啊！他們為誰
人，我不知道。」

她坦言，自己在香港生活了這麼多年，知道倘
再繼續這樣亂下去，香港是無前途的，期望時下
年輕人可深思這一點，「如果一直搞下去，邊個
最蝕底、邊個最受損？最蝕底、最受損的都是香
港市民，『港獨』所做的事情都是害香港市民。
如果再這樣搞下去，香港是沒有前途，害的只是
在害自己。」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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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聲中，香港迪士尼擴建計劃終於在昨天
公佈：特區政府與華特迪士尼公司達成擴建樂園的
原則性協議，從2018到2023年之間，不斷推出更
多遊樂項目，提升樂園的競爭力，以增加香港作為
首選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這是一個對於香港旅遊
業有着巨大促進作用的重要項目，也是一件有利香
港整體發展的好事，值得廣大市民讚揚和支持。是
好事，就應該用心辦好，才能發揮應有效益，何況
該項目還涉及高達58億港元公帑，政府有關方面
應吸取過往大型基建項目經常延誤超支的教訓，從
一開始就要採取有效措施，對工程的設計、預算、
合同、支出及進程等關鍵環節進行有效監控，確保
工程如期完成和投入使用，早日為香港旅遊業發展
增添新的動力。

根據政府昨天公佈的資料，擴建計劃所需的109
億資金，按照合資公司的股權比例，由政府注資
58 億元（53%），華特迪士尼公司注資 51 億元
（47%）來分擔。按照目前的估算，香港迪士尼擴
建計劃的效益是較為理想的，從 2018 年開始至
2023 年間，樂園每年將陸續推出新的吸引旅客元
素，華特迪士尼公司會運用它現時最受歡迎和最具
發展潛力的電影故事主角，配合最新的科技及機動
遊戲設施系統，提升整個樂園的格局，為旅客提供
優質及難忘的體驗，以吸引更多旅客入場。在建造
工程方面，則可創造大約3,500個職位，計劃完成
後亦可在樂園內額外提供600個等同全職的職位，
並可望為香港整體帶來約5,000至8,000個職位。此
外，擴建及發展計劃以40年的運作期計算，預計

可為香港帶來額外 381 億元至 416 億元的經濟淨
值。

概算和前景無疑令人憧憬。不過，令人有所戒心
的是，香港這些年來大型基建工程經常出現工期延
誤及嚴重超支，迪士尼擴建計劃能否擺脫這個「魔
咒」，難免令人擔憂。而且，香港迪士尼還同時面
臨着上海迪士尼的強力競爭，如何把這個長達6年
的擴建過程做得盡善盡美，無論是對特區政府或迪
士尼公司而言，都是嚴峻的考驗。由於該項目涉及
數十億的公帑，香港市民完全有理由要求特區政
府，必須吸取過往許多大型基建工程延誤或超支的
經驗教訓，運用大股東的影響力，切切實實承擔起
監督和把關的責任，對於影響工程進度和預算的問
題，要及時進行處理，絕不能後知後覺，等到問題
已經不可收拾之時，才急急忙忙地應付。同樣，華
特迪士尼公司作為國際知名企業，也要肩負其應有
的社會責任，加強工程的項目管理，一方面確保擴
建計劃如期完成；另方面，也要不斷改善樂園的營
運，提升競爭力，吸引更多遊客，爭取達至各持份
者共贏的局面。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香港要成為更多海內外和內
地旅客的首選旅遊目的地，旅遊項目還需要不斷豐
富及多元化發展，尤其是應繼續引進像環球片場等
世界頂級的主題樂園，令香港成為周邊地區旅遊設
施最豐富、最具吸引力的旅遊勝地。期待特區政府
主管旅遊發展的有關部門，聯同旅遊業界繼續深入
研究這些問題，讓香港旅遊業實現可持續發展並保
持長盛不衰。

總結經驗吸取教訓 擴建樂園好事辦好
被高等法院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

游蕙禎，「港獨」言行不僅沒有收斂，日
前更致函台灣蔡英文，呼籲對方「關注香
港新界的主權問題」云云。游蕙禎歷史知
識幼稚無知，政治炒作任意妄為，進一步
暴露「港獨上腦」，荒誕可笑。人大釋法
已正視聽，本港法院判決彰法治，香港沒
有搞「港獨」的空間，游蕙禎的作為只是
自取其辱。

游蕙禎聲稱，「根據《南京條約》及《北
京公約》，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界限街以
南）的主權是清國永久移交至英國，而新界
則是英國向清國租借 99年。因此，《中英
聯合聲明》理應只能處理港九主權問題，無
權擅自決定新界主權。」游蕙禎更乞憐蔡英
文，「能認真關注新界主權問題」。游蕙禎
罔顧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史實，不知「今夕
何年」，連台灣網民亦諷刺其「誤判時
勢」、「告錯狀」。

眾所周知，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南京條約》、《北京公約》等游蕙
禎所說的「有關香港主權問題之三份條
約」，是英國借堅船利炮逼晚清政府簽下
的喪權辱國條約，百多年來稍有血性的中
華兒女無不視以為恥，當年國民政府和中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來都不承認這三份條
約。《中英聯合聲明》明確英國於 1997 年
7月1日將香港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一洗百年國恥。
想不到游蕙禎今天竟然搬出早已被棄在歷
史垃圾堆的「三份條約」，更乞求蔡英文
過問「新界主權」，反映游蕙禎根本是
「歷史白痴」，當了漢奸也不自知，真是
枉為香港人、中國人。

游蕙禎以粗言穢語辱國辱族，人神共憤，
在香港已成過街老鼠，唯有企圖借助外力，
與「台獨」眉來眼去。此次去信蔡英文，是
其短期內三度與「台獨」勢力勾結，顯示其
為搞「港獨」無所不用其極。香港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台灣也是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一個地區，蔡英文有何權力過問香
港的事務？游蕙禎要求蔡英文過問「新界主
權問題」，用心昭然若揭，就是試圖把「台
獨」勢力引入香港，借「台獨」為「港獨」
撐腰壯膽。可現實是，蔡英文做得到嗎？有
可能嗎？她敢嗎？游蕙禎向蔡英文求助，除
了說明她搞「港獨」黔驢技窮，實在沒有任
何意義。

人大釋法、高院判決以及滔滔民意清楚說
明，香港不容「港獨」氾濫。國家主席習近
平日前在會見特首梁振英時，再次表明了中
央政府絕不容忍「港獨」的堅定立場，要求
特區政府依法採取有效措施，堅決打擊和遏
制「港獨」勢力，以維護國家統一和保持社
會穩定。游蕙禎、梁頌恒之流的「港獨」分
子執迷不悟，一錯再錯，勢必窮途末路。

無知妄為「獨上腦」 游蕙禎自取其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