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憂拉布斷萬工人糧
特區政府

正和中央有
關部委討論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一地兩檢」的問題。特首梁振
英、律政司司長袁國強、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商討有關問題。
袁國強會後指，採取「一地兩

檢」較「兩地兩檢」更便利、更
能發揮高鐵的效能，不影響旅客
的法律責任及權利，又透露將於
短期內公佈當局在大方向上的構
思。
梁振英前日在與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會面時，提到高
鐵香港段「一地兩檢」的問題。
同日，袁國強及張炳良與國務院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等商討有關
問題。昨晨，他們與李飛會面，
身在北京的梁振英也有參與。

張炳良：「兩地兩檢」限制大
張炳良其後會見記者時表示，

為發揮高鐵香港段在運輸、社會
或經濟效益上，以至為旅客便利
上發揮最大的效益，高鐵在立項
時是以「一地兩檢」為目標。
「兩地兩檢」最大的限制，在於
內地的高鐵網絡的車站，絕大多
數都是沒有口岸的，令「兩地兩
檢」安排有很大的限制。

袁國強：進展樂觀 短期內交代
袁國強指出，他們與李飛及黃

柳權就涉及「一地兩檢」不同的法律議題
交換意見，「大家的共識非常清楚，我們
認同『一地兩檢』會為高鐵提供或發揮最
高效益的同時，我們完全同意往後的『一
地兩檢』建議和方案一定要嚴格符合基本
法，這點雙方完全無任何的、半點的疑
問。」
他續說，他們現在建議考慮的「一地兩
檢」，只是將出入境、清關和檢疫的手
續，可以在一個地方處理，為旅客提供便
利。相對於「兩地兩檢」，「一地兩檢」
不會增加旅客的法律責任，或減低他們的
法律權利。
張炳良補充，指從通關程序來說，無論

是「兩地兩檢」或是「一地兩檢」，乘客
都要經歷通關，無論是出入境、通關和檢
疫，不會影響乘客的責任和權利。
被問及目前的工作進展，袁國強形容為
「審慎樂觀」，並估計「在很快的將
來」，特區政府可以向香港社會完整交代
這方面工作進展，「包括交代我們考慮過
什麼建議，以及我們對大方向的想法是什
麼樣。」
張炳良則指，特區政府目前的工作，是

以配合高鐵香港段在明年第三季工程完
成、有條件通車作為目標，「這是特區政
府和中央政府的共同目標。」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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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籲顧憐大眾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和姚松炎早前向陳健
波提交動議，要求於本周五審議前商

討「鬆綁條款」，由財委會自行抽出具爭議的
橫洲項目等。

財委開會7次 零工程獲批
張建宗昨日以署理行政長官身份在行政會
議前見傳媒時，主動提到財委會將審議的撥
款申請。他指出，有關安排是具彈性及靈活
性，讓政府在高效的情況下處理一些撥款額
不高的工程，包括修橋築路、修斜坡、以至
學校維修等，「如果這個靈活性沒有了，這
信任沒有了，便會有困難。」
他續說，政府有責任回應議員的問題，及
詳盡提供資料，在這方面當局全部配合，充
分顯示了誠意。不過，自新一屆立法會選舉

後，運作將近一半時間，其間召開7次財委
會，僅批出5個項目，其中無一個工程項目
獲批，雖然這些項目過了工務小組，但仍未
獲財委會批准。
他續說，有關撥款項目涉及9,000多個工
程項目，其中8,000多項正在進行中，等待
批款。不過，該撥款在工務小組「一波三
折」，在經歷14小時討論後終於通過，終
交由財委會的正式審議。

會期剩11個 申請積壓嚴峻
張建宗強調，這是影響民生的大項目，倘
撥款未獲如期通過，可能會導致有萬多名員
工沒有薪金發放，已是「迫在眉睫」，希望
盡快爭取時間完成。
他續指，撇除特別處理預算案的特別財委

會外，財委會餘下11個會期，但特區政府
尚有廿多項申請等待上會，如果再拉布，情
況相當嚴峻。
張建宗坦言，如果在工務小組花上14小
時處理整體撥款內其中一個項目，然後去到
財委會又再問一次，「這個我相信大家都很
難接受。」他希望財委會在未來一段日子爭
分奪秒，實事求是，以大眾利益為依歸，千
萬不要拉布，盡早通過惠民及利民項目。

陳健波：討論30小時或剪布
陳健波則表示，已接獲反對派議員朱凱廸

提出，修改「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機制
的議案，有待收集政府的法律意見及議員的
意見，才判斷可否展開討論。有關機制有方
法可改，他並已經承諾召開特別會議討論，

甚至可能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商討，但希望
議員明白不可能一兩次動議，就能修改使用
了30多年的制度。
他續說，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項目至今

已討論超過19小時，連同星期五及六將開
會合共10小時，討論時間將達30小時，比
高鐵及港珠澳大橋的項目所用時間更多，是
不成比例的，希望議員盡快通過撥款，更不
排除「剪布」。
朱凱廸與姚松炎其後在會見傳媒時，聲稱

討論「鬆綁條款」是立法會「內部事務」，
與政府無關，又提出橫洲的「新」發展方
案，建議當局先發展先將所有棕地回收，其
中約一半可改建為「改善棕地作業試驗
區」，包括「作業大樓」及「露天作業
區」，餘下一半則用以興建公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

會財務委員會將於本周五及周六審

議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撥款申請，有

反對派議員要求將「具爭議性」項

目抽出。署理行政長官張建宗昨日

重申，整體撥款的安排可讓政府更

有彈性，及高效地處理撥款額不高

的工程，又強調倘項目未獲如期通

過，可能會令萬多名基層員工沒有

薪金發放，呼籲議員應該實事求

是，以大眾利益為依歸。財委會主

席陳健波則希望撥款在下月1日前通

過，又指自己有可能「剪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全港各區工商聯近日聯同「深
水埗支持警隊之友」，向「警
察福利基金」捐款120萬元正，
聲援早前被判刑的7名警察及其
家屬，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捐贈儀式於長沙灣警署進
行，全港各區工商聯永遠榮譽
會長陳東、會長盧錦欽等工商
界代表，聯同「深水埗支持警
隊之友」代表，向警方移交支
票。
陳東表示，儘管近年本港社

會政治紛爭持續，警方的果斷
執法，令香港整體治安良好，
對香港經濟的繁榮發展功不可
沒。社會上大多數人士認為，
香港需要加強立法，保障公職
人員在執行任務時不受傷害。
工商界將一如既往支持警方，
是次捐款希望可以協助7名警察
討回公道，幫助家屬渡過難
關。
出席捐款儀式的還包括：該

會前任會長李鋈麟、執行委員
會副主席李鋈發，及東區工商
業聯會、香港荃灣工商業聯合
會、香港深水埗工商聯會和葵
青工商業聯會等的代表。

工商聯等捐120萬元挺警執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7名警員被
重囚，亞太法律協會及「保衛香港運動」聯合
舉行聯署行動，促請行政長官設立獨立量刑
指引委員會，及獨立監察司法人員委員會。

襲警反輕判 損法治形象
聯署信中指，「曾健超淋尿襲警及拒捕」

案判刑5周，但7名警員一律判刑兩年，受到
不少公眾質疑；「佔中」以來涉及非法集

會、縱火、襲警、襲擊普通市民等案件，令
公眾的直觀感受是極其嚴重的違法事件，在
證據確鑿情況下，應當受到符合案情嚴重程
度的刑罰。不過，「佔中」期間所發生多宗
罪行，迄今未見到足以體現罪案嚴重性的刑
罰，客觀上造成法治不彰印象，社會安定受
到嚴重挑戰。
他們懇請特首設立由司法機構成員、行政
機構成員及公眾成員三方組成的「獨立量刑指

引委員會」，職責為訂立量刑指引機制，協助
公眾教育，監督量刑指引的有效執行。司法機
構亦有責任發佈年度報告，解釋有關量刑決定
的考慮因素，提高量刑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增
加公眾對法治、社會正義的信心。

倡定機制讓司法更透明
信中續指，香港司法機構於2004年10月

制訂了「法官行為指引」，但並沒觸及若法
官違反「指引」的相關罰則，而「指引」對
法官於判案中涉及偏頗等問題較模糊。同時

根據現行機制，市民對法官行為之投訴，交
由司法機構自行處理，不時被輿論質疑缺乏
獨立性及透明度。
為了增加公眾對司法機構及法官執行司法

工作的信心，他們並懇請特首參考其他普通
法地區，如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新
西蘭等，設立向特首負責的「獨立監察司法
人員委員會」，負責設立獨立投訴機制、調
查機制，明確法官違反「指引」的罰則和處
分的程序，及定期向行政長官及社會公眾發
佈工作報告。

團體促設獨立量刑指引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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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各區工商聯等團體代表捐款全港各區工商聯等團體代表捐款120120萬元支持警方萬元支持警方。。

■拉布對建造
業從業員及家
庭收入造成嚴
重打擊。圖為
建造業大聯盟
早前大集會反
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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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操控選舉 威逼反對派「All In」曾俊華

曾俊華選情告急 黎智英赤膊上陣
特首選戰進入衝刺階段，反對派「造

王」操縱選舉的圖謀，也從當初的半遮
半掩，轉向了徹底的公開化。一直於反
對派幕後發功的反對派金主兼共主黎智
英赤膊上陣，在旗下的報章發表《不要
讓陰謀得逞》為題的署名文章，炮製
「鎅票陰謀論」，向同陣營的人士作出
瘋狂攻擊。
黎智英先是指控胡國興「鎅票之心昭
然若揭」，聲稱其參選是「顛倒了自己
的背景和過去的是非」，質疑他是
「（中共）找出來變臉扮『泛民』代
表」。又形容長毛梁國雄參選是「發神
經」，指支持他的韓連山是「中共的臥
底」。連「佔中」發起人戴耀廷，以及
黃毓民、陳雲等「港獨」教父，也被黎

智英羅織「鎅票陰謀」罪名。
一度獲反對派180個提名入閘的胡國

興，提名階段結束後瞬間成為黎智英狙
擊的對象，黎智英向同一陣營人士狂
轟，當然不是因為像他罵長毛那樣「發
神經」，很明顯是他以及幕後的境外政
治勢力，眼見反對派支持的候選人曾俊
華選情告急，「造王」大計面臨破產，
於是不顧一切赤膊上陣，出手撰文為曾
俊華護航和掃清障礙，吹響要求「All
In」（全投）曾俊華的集結號，以「白
色恐怖」威逼反對派票源歸邊。
戴耀廷搞「民投」，是企圖為曾俊華

度身訂做，確保曾俊華成為民望最高的
特首候選人，讓反對派「All In」選票
予他。但黎智英擔心「民投」結果，若
胡國興民望最高，反對派選委非投胡官
一票不可，因此他指責戴耀廷「無形中

成了阿爺鎅票陰謀的幫兇」。

黎智英揭開「欽點曾俊華」底牌
黎智英的這一場表演，揭開了「欽點

曾俊華」的底牌，使反對派的「中央欽
點論」徹底破產。原來，真正搞「欽
點」，威逼反對派「All In」曾俊華
的，正是黎智英及其靠山外國勢力，他
們「欽點」了曾俊華，卻竭力炒作「中
央欽點論」，這完全是賊喊捉賊、欲蓋
彌彰。
黎智英拚命操控選舉，炮製「鎅票陰

謀論」，竭力為曾俊華箍票，充分暴露
其搞陰謀、反民主的真面目。針對黎智
英的「鎅票陰謀論」，胡國興回應指黎
智英「笠咗兩大罪狀畀我」，批評黎智
英講的全是廢話，並表明如果有證據指
黎操縱選舉就會去投訴。韓連山則撰文

回應，批評黎「瘋狂起來也挺嚇人」。

黎智英一貫非法操控選舉
去年立法會選舉前夕，黎智英在寓所

與民主黨李柱銘、何俊仁、李永達及單
仲偕密會三小時後，反對派即爆棄選
潮，當中以超級議席情況尤為嚴重，原
本反對派有六張名單競逐超級議席，當
中公民黨陳琬琛、民協何啟明及新民主
同盟關永業先後宣佈棄選。其後參選九
龍東的工黨胡穗珊、參選香港島的司馬
文及東區區議員徐子見等亦宣佈棄選。
導致選舉出現大量不正常的現象，包括
多名選前民調一直低迷的激進「本土」
派候選人，在「雷動計劃」棄保之下高
票當選，有人甚至成為「票王」。
黎智英及「雷動計劃」發起人戴耀廷

涉嫌操控去年立法會選舉，其中黎智英
涉迫令「泛民主派」候選人棄選，從而
影響選舉結果，而戴耀廷亦涉嫌作出關
乎選民投票的欺騙行為，兩人或觸犯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最
高可判罰50萬港元及監禁7年。

根據選舉條例，任何人對候選人或準
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對
候選人或準候選人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
的舞弊行為，包括「作為該另一人令該
第三者或試圖令該第三者不盡最大努力
促使該第三者當選的誘因」。此次黎智
英親自撰文狂批同道中人，恐嚇胡國興
要「認清形勢」，並向反對派下「集結
令」和「最後通牒」，企圖將手頭的票
源集中綑綁，催谷曾俊華聲勢，赤裸裸
地干預特首選舉，這也明顯觸犯《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黎智英難挽「造王」大計破產
黎智英赤膊上陣，說明選情對反對派

不利。林鄭月娥得到越來越多選委和市
民的認同和肯定，作為反對派代理人的
曾俊華由於立場飄忽、缺乏擔當而選情
下滑。黎智英一貫操控選舉，這次卻難
挽「造王」大計破產。曾俊華為政治利
益與外部勢力綑綁，靠黎智英出面造
勢，肯定會被選委和市民唾棄，只會輸
得更慘。

黎智英操控特首選舉的表演，揭開了「欽點曾俊華」的底牌，使反對派炒作的

「中央欽點論」徹底破產。黎智英一貫非法操控選舉，這次卻難挽「造王」大計

破產。曾俊華為政治利益與外部勢力綑綁，靠黎智英出面造勢，只會輸得更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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