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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在西九文
化區興建「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

館」一事，本是對香港百利而無一害的好
事，卻因立法會少數反對派政客提出各種
「質疑」：什麼「黑箱」作業啦、向北京

「獻媚」啦、為參選特首「鋪路」啦而被
政治化了。事情發展至今，反對派政客們
的卑鄙目的和手段已很清楚，那就是劍指
西九故宮，意在反中兼抹黑林鄭，圖窮匕
現已再無掩飾。
反對派政客將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與反林鄭

參選特首和反中相聯繫，證明他們妄圖奪權
政治陰謀。他們反香港特首董建華以「八萬
五」為藉口；反唐英年參選以「僭建」為話
柄；反梁振英當特首以澳洲「UGL」為疑
點，並炮製「ABC」（Anyone but CY任何
人可當特首但CY除外）口號要CY「下

台」。如今，「ABC」口號已經轉向為抹黑
宣佈參選特首的林鄭月娥，更猖獗地用
「ABC」把西九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當作中國
來反對，變成「任何建築物都可China除
外」，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反對派反對建故宮博物館，就是要切斷香

港與祖國血脈相連根源。數年前港人爭睹故宮
珍品《清明上河圖》，看到千多年前宋代百姓
在運河兩岸趕集、買賣、說唱、推拿、飲食、
婚喪與我們今天的花墟、大笪地和灣仔的太和
街、石水渠街的攤販無異，千年的歷史忽被拉
近，宋代民眾與香港人同根同氣地融合，大家

倍感親切，故展出成全港焦點，盛況空前。我
們途經深水埗、彌敦道，林立的招牌、廣告使
用的隸、楷、行、草漢字，有哪一處不從《曹
全碑》、柳公權、王羲之或蘇東坡、文徵明的
字體照搬、模仿中來？香港人日常用語，「靚
女」出於宋．張先《望江南》詞：「青樓宴，
靚女薦瑤杯」。
反對派阻建故宮博物館是為了割裂香港與

中國內地緊密相連的歷史，這與當年的八國
聯軍火燒圓明園、從北京故宮掠奪不計其數
中國文物是為了使中國人丟失歷史的文明記
憶，好讓侵略者滅亡中國如出一轍。

劍指西九故宮 意在反中兼抹黑林鄭
黃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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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為打擊林鄭而斷章取義 不擇手段
日前，一些反對派成員和傾向反對派的某些傳媒，極力炒作所謂「中央不任命

論」，其實，林鄭月娥已經澄清，有關言論只是事實的陳述，絕對沒有批評或評

論任何參選人。但是，反對派依然使用斷章取義、無限放大的不良手法，反映出

他們為了打擊林鄭而不擇手段，同時，也是反對派逢中必反的惡劣心理的又一次暴露。個別傳媒破

壞約定不報道的聚會規則，也是違背了傳媒操守的行為，明顯不公平和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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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理

林鄭有關言論對事不對人
據了解，上周五晚上，林鄭月娥出席

傳媒高層的閉門交流聚會，這種聚會一
般都是純粹交流意見，不會作任何報
道。林鄭月娥就傳媒關心的一些問題，
和出席者作了坦誠的交流，也談到了一
些個人的看法。競選辦人員會後也強調
這純粹交流，希望不要作任何報道。但
是，個別媒體事後違反約定，把有關內
容斷章取義及不準確地報道出去。一些
反對派成員看到後就如獲至寶，把這些

片面的報道進一步放大，甚至是無限上
綱地對林鄭進行攻擊抹黑。事實上，林
鄭月娥是在聚會上指出，根據基本法，
特首必須同時向中央及特區負責，她擔
心萬一日後選委會選出的人不為中央接
受，中央不任命，會出現憲制危機，不
利於香港發展。她只是作出一般評論，
絕非針對任何人。
客觀而言，林鄭這個說法並沒有錯，

她所說的也是一個憲制方面的常識。基
本法第四十三條指出，行政長官要對中
央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第四十五條指

出，行政長官由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中央政府任命。這種雙重負責制
和必須經過中央的任命的規定，確定了
行政長官的人選必須被中央所信任和接
受。如果是中央不接受的人士參選，
他即使是當選了，中央也擁有依法不
予任命的憲制權力。林鄭月娥擔憂萬
一中央對選委會選出的人選不予任
命，其後果將是相當嚴重，更不利香
港的未來發展，這也是反映出香港許
多有識之士的擔憂。正如林鄭月娥的
澄清所言，她的看法並非針對任何

人，只是一種對事不對人的一般性評
論。她與傳媒高層坦誠溝通時，在約
定不作報道的前提下，談到這種擔
憂，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炒作此事暴露反對派逢中必反心態
反對派把這件事大肆炒作，甚至把林

鄭的話說成是所謂恐嚇選委的行為，這
明顯就是斷章取義和上綱上線的惡意攻
擊抹黑。反對派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是兩
個：一是故意歪曲林鄭的原意，以此來
抹黑其形象，打擊其聲望，影響她在民
眾中的威望，干擾選委們的理性選擇；
二是借此來模糊中央在特首選舉過程中
的憲制權力，是其逢中必反，逢中央必
反的惡劣心理的又一次暴露。

個別傳媒違背操守 破壞規則
至於個別傳媒破壞約定不報道的聚會

規則，也是違背傳媒操守的不公平和不

公道行為。傳媒界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
矩，就是要講信用和遵守一些必要的
「遊戲規則」。政府高層和政壇人士在
作出重大政策決定或有重要事情時，通
常都會約傳媒高層進行聚會或吹風，目
的是想聽取作為社會一個重要方面之一
的傳媒界意見。為了方便意見的溝
通，這種聚會往往事先都有約定，就
是純粹的意見交流或背景參考，不能
就此作任何報道。如果出於公眾利益
必須進行報道的話，也只能將聚會獲
得的資料作為線索而不能直接引用。
如果不遵守這個規則，就不要來參加
聚會，這與新聞自由及輿論監察是風
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需要指出的
是，林鄭競選辦負責人事後向每位出
席者再次強調：不希望作任何報道。
但個別傳媒依然是我行我素，違背了
傳媒的基本操守，嚴重破壞了聚會的
規則，既不公平，也不公道。

「港族」攤檔草圖
自爆「獨物」滿載

行政長官
於1月18日
發表任內最

後一份施政報告。在扶老助弱、社
區發展、創新科技、土地開發和長
者金融產品方面，提出許多有優化
和具建設性和針對性的措施，體現
出行政長官「穩中求變，適度有
為」的施政理念，符合民建聯「做
好現在，迎接未來」的要求，是一
份「有承擔，有作為」的施政報
告。
施政報告吸納了部分民建聯的

主要建議。在民生方面，提高長
者生活津貼資產上限，並增設高
額援助；生果金推出福建計劃；
綜援取消「衰仔紙」；下調醫療
券受惠年齡至65歲；優化銀色債
券計劃；增撥資源幫助有特殊學
習需要的學童；增撥資源予區議
會推行「社區參與計劃」；增建
或重建26個體育及康樂設施的項
目；為10個街市安裝冷氣；增撥
資源加強清潔環境；研究設立保
育基金，以保育和活化鄉郊的生
態及人文環境；出資興建中醫

院。交通方面，就興建北環線、
屯門南延線和東九龍線展開詳細
規劃工作等。經濟方面，落實發
展智慧城市；增撥資源支援創新
科技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以及
參與「一帶一路」拓展商機等。

倡優化生果金建屋等
然而，施政報告並沒有將生果金

免資產審查年齡下調至65歲；現行
的長津及新增高額援助的資產上限
水平，也遠遠未能符合長者和公眾
的期望。房屋方面，建屋目標亦未
能符合3年上樓承諾，和顯著紓緩
年輕人及有需要人士上樓困難的問
題。
此外，報告亦未有在優化產業結

構方面提出具體措施。民建聯將就
上述議題，盡快展開地區諮詢，收
集意見，再向政府提出進一步優化
的建議，期望行政長官在餘下任期
內，抓緊時間推動落實各項惠民政
策，及就爭議議題如強積金對沖等
諮詢各持份者，務求早日達成共
識，從善如流，提出可行方案。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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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惠民 有承擔有作為

「香港民族黨」昨日在社交網頁貼出其
年宵攤位草圖，又指年宵貨物的成

本費以及攤位佈置費化為烏有，更不滿
「香港獨立」信息遭「全方位封鎖」，還
指會以網購方式「散貨」云。

陳鑑林：資金有「龐大資助」
全國政協委員陳鑑林批評，「港獨」已
非「講講下」的論述，目前已進入具體行
動，有策略、有部署的「分裂行為」，從
「港獨」組織拿出龐大資源，浸透各類型
的社會活動，例如年宵市場、學校等，無
孔不入。對於兩「港獨」組織有如此「用

之不盡」的資金，實在令人相信其背後可
能有「龐大資助」，是否涉及外國勢力，
目的是要搞亂香港。故此，特區政府須加
強執法，將鼓吹「港獨」分子繩之以法，
因為「港獨」為破壞社會的元兇。

何俊賢：嚴防「明暗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批評，兩「港

獨」組織早前指稱政府阻其正常營商，但
現又「自我踢爆」原來是販賣「港獨」相
關物品，並為自己籌錢，試問為「港獨」
組織籌錢豈會是正常營商，可見其想法戇
居、幼稚兼離地。兩組織公然播「獨」，

觸犯了基本法的底線，取消其攤
位合約理由相當清晰，不要再誤
導他人，否則只會貽笑大方。當
局理應繼續積極提防任何「明
獨」、「暗獨」行為，堅守底
線，以免他們有「借屍還魂」之機。

陸頌雄籲民擦亮眼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兩「港

獨」組織出售「港獨」物品為意料中事，
從「香港民族黨」網頁「自動踢爆」的內
容，證明食環署的決定非常之正確，有先
見之明。更令人氣憤的是，兩「港獨」組

織走「法律罅」，施以暗招透過「網購」
「散貨」，做法實在卑鄙。惟有呼籲市民
須擦亮眼睛，認清楚他們的真面目，不要
被「港獨」侵害。
陸頌雄認為，「港獨」行為屬分裂國家
的行為，是相當嚴重的罪行，必須杜絕，
因此，當局應該詳細檢視目前法例，審時
度勢，設法立例堵塞當中的漏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民族黨」與「青年新政」兩「港獨」組織，欲藉年宵攤檔播

「獨」，日前遭食環署揭發，取消其攤檔合約。連日以來，兩「港獨」組織不斷批評當局「未卜先

知」，尚未看到其出售物品內容，便作出判斷云。言猶在耳，「香港民族黨」自貼攤檔草圖，整個攤

位由「香港獨立」旗幟包圍，所販賣的物品均印上「香港獨立」的字眼。多名政界人士批評，兩組織

播「獨」之心，路人皆知，不要再抬出一連串的歪理，為「港獨」言行掩飾，更指「港獨」並非只流

於口號，已有實際行動，呼籲當局嚴正執法，以免「港獨」勢力「借屍還魂」。

大家可能見
得多正反雙方唇
槍舌劍嘅辯論比
賽，但有無聽過
學生要就不同政
策提出建議、再
去游說政界人士
同多方持份者？
智庫「為正策
士」就連續兩年舉辦同類型比賽，個名仲大玩
食字叫「策掂」，有「傾掂佢」同「政策好
掂」雙重意思。總決賽喺噚日舉行，多支大專
生同中學生隊伍要就土地、體育同青年政策，
同台下嘅和富社會企業主席李宗德、青年事務
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民政事務局前常秘楊立門
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等不同光譜嘅人「策
掂」。

陸瀚民盼學生學多元民主
「為正策士」近排不時出現喺傳媒報道當
中，皆因好多成員都會入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嘅競選特首團隊，包括召集人陸瀚民（Ben-
son）、顧問李律仁、劉培榮同麥黃小珍。

Benson噚日提到，近排傳媒形容佢哋係think
tank（智庫），但佢更加想組織成為務實嘅
「do tank」，而點解可以請到光譜唔同嘅劉慧
卿做評判，就因為自己曾經喺「前綫」年代做過
佢兼職助理，希望學生學到民主要多元。
之前好多報道都話Benson會喺林太團隊入面
做公關工作，但佢話目前會集中喺林太落區同
舉辦活動方面嘅工作。
講返場比賽，雖然參賽同學仔都落足嘴頭游
說評判團，但都出現唔少蝦碌情況，其中中學
組有隊支持郊野公園建屋，但被問到點解唔先
開發棕地、唔先同鄉紳商量時，有個女同學竟
然問：「乜嘢係鄉紳？」最後嗰隊攞到中學組
季軍。 ■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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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仔玩「策掂」唔識鄉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企圖搞亂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可以稱為
「無所不用其極」，「民主動力」與「佔
中」黑手、港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沆
瀣一氣，倡議「市民推薦特首候選人計
劃」，市民由下月7日開始至22日，參與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和「理工大學社會
政策研究中心的電子系統」的投票，參與
的反對派選委會「參考」投票結果，提名
特首候選人，目前約有八十名反對派選委
承諾參與，但「民主動力」指，非「綑
綁」提名，不排除按「策略」而行。有政
界人士批評，反對派將「民意」變成他們
家中的玩具，強調特首工作關乎香港前
途，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非政治遊戲。
「民主動力」昨日召開記者會，公佈
「市民推薦特首候選人計劃」，「民主動
力」副召集人鄭宇碩聲言，會參考香港大
學民意研究計劃及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
中心，於下月7日至22日舉行投票的數據
結果，即候選人獲得3.8萬名市民支持、
願意承諾在任內盡力推動政改、不受「8·
31」框架限制，維護香港核心價值，便可
獲邀於下月25日參與反對派選委商討日論
壇，論壇後再商議提名的安排。現約有八
十人承諾參與，有信心最終有超過一百五
十名選委參與，但計劃沒有制約性云。
其中參與計劃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

張達明直言，由於形勢不斷變動中，為讓
更多人士有機會落場角逐，不排除策略性
提名，即「某人唔夠票入場」，為想有3
名或4名候選人，就算非市民所屬意的人
士，亦可能會給予提名云。

陳勇批將民意當工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批評，反對派真心尊重民意，當初
就不應斷言推倒政改方案，現今的做法只
把民意視為家中玩具，任意愚弄，把民意
變作政治工具。

郭偉強：控選找「遮羞布」
工聯會議員郭偉強指，反對派表面上收

集民意，實際只屬一種包裝，為操控選舉
找一塊「遮羞布」，相信市民眼睛是雪亮
的。
他強調，下屆特首的工作，對香港前途

相當重要，敦促反對派放下「政治鬥爭」
武器，不要以政治手段阻礙香港發展。

反對派愚民「造王」挨批

■■《《策掂策掂20162016》》傑出政策人大賽終極游說總決賽傑出政策人大賽終極游說總決賽。。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香港民族黨」將準備在年宵擺賣的「獨」貨放
上網。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