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立法會宣誓風波的司法程序尚未完結，反對派各黨派已對

由此引發的補選虎視眈眈，尤以在今屆立法會一席不保的民協及「新民主同盟」最心急如

焚，兩黨都希望在各自根據地九龍西及新界東翻盤。不過，一直着重地區樁腳的兩黨，在去

年立法會選舉後都出現區議員退黨潮，前者有6個區議員下堂求去，後者也有4人退出。民

協更出現「世代之爭」，64歲的元老馮檢基希望參與九龍西補選重返議會，但要先與29歲

的副主席何啟明在黨內初選較量。何啟明在接受傳媒查詢時，暗寸馮檢基「搶返支棒先再

交」，另有區議員退出民協時，已表明不滿該黨在去年選舉依然力保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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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進派「開山
祖師」黃毓民日
前在Facebook發

表網誌，宣佈退出政壇，包括不會參加或
組織政治團體，不會參加選舉。他指退出
政壇的原因是香港政治現正處「世代交
替」的時刻，不應阻擋年輕人的前路，而
自己年紀漸大，有嚴重的眼疾，「三高」
中亦有兩高，所以是時候「向政治說再
見」。黃毓民的說法明顯是言不由衷，所
謂「世代交替」、身體有「三高」等原因
並非今日才出現，如果他不想阻擋年輕人

的前路，為什麼上屆仍然堅持出選不退位
讓賢？最終輸得難看之極。而他在敗選之
後仍然雄心勃勃，既大搞網台、又大搞政
治培訓班，更與「愛徒」黃洋達「拍住
上」，怎樣看也不似是退隱之人。現在突
然退隱原因肯定不簡單。
其實，黃毓民突然退隱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怕臨老坐牢，二因「愛徒」背叛。現時法
庭開始判決「旺角暴亂」案件，多名參與者
的判刑都很重，對激進派產生了極大的震懾
作用。黃毓民以往的抗爭思維，都是口惠實
不至，推參與者「送死」，自己卻逃之夭

夭，以免承擔刑責。但現在法庭的判決對激
進派卻是極大打擊，黃毓民身為始作俑者，
也受到不少抗爭者的責難，他突然宣佈退出
政壇，明顯是為了推卸自己的責任，與抗爭
劃清界線，以免「臨老唔過得世」。
更重要的是，黃毓民在上屆立法會敗選之

後，政治力量急速衰退，以往「八面威風」
的「教主」已成無兵司令，相反其「愛徒」
黃洋達卻動作頻頻，網媒愈搞愈大，不少原
來黃毓民的支持者都轉投黃洋達。現在的黃
毓民，對於黃洋達已經沒有多少利用價值，
反而成為了黃洋達的負擔。激進派人士本身

就沒有情義，內鬥內行，唯利是圖，黃毓
民失去了利用價值，黃洋達對他的態度亦
在選後一百八十度轉變，對他也沒有多少
尊重。早前兩派支持者更在網上互鬥，一
些黃洋達的支持者公然批評「教主」，說
他「過氣」，呼籲其他人不要再贊助其網
台，「斷他米路」，而黃洋達竟沒有阻
止，實際是默許其支持者向「教主」開
火，及後黃毓民在其網台節目反擊，令兩
派支持者劍拔弩張。早前，黃洋達更公然
停止了黃毓民的節目在其網台上聯播，連
宣傳空間都不給他，割袍斷義之意已是躍
然於紙上。
對此，黃毓民就在網誌中直指有人玩清黨

「愈玩愈興奮，矛頭甚至指向My Radio及
我身邊的人」，令他非常遺憾，並暗指黃洋
達派系對他及其支持者趕盡殺絕，直言有人

搞清算要寧枉毋縱，「這樣的人還可以相信
嗎？」這個不能相信的人，就是他過去百般
扶植支持的黃洋達。
黃毓民本來期望黃洋達可以助他東山再

起，但現在黃洋達羽翼已豐，隨即「欺師滅
祖」，不但令黃毓民心淡，更令他失去了再
打江山的本錢，沒有了黃洋達的支持和宣傳
平台，只剩下一個「垂死掙扎」的網台My
Radio在自說自話，再加上目前社會政治氣
氛趨穩，市民期望止息政爭，不希望再見到
大規模的對抗，而法庭的判決更令激進路線
變成死路一條。現在連最依靠的力量都沒
有，黃洋達繼陶君行、任亮憲等人之後，成
為新一任「黃毓民的叛徒」，這些都令黃毓
民知道，他不論在香港政壇以至激進派，被
邊緣化只是時間的問題，除了退出政壇還有
什麼選擇呢？

黃洋達「欺師滅祖」黃毓民心淡求去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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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應該團結包容 組班則須志同道合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候任特首
林鄭月娥時，明確提出了「團結包容」
的要求。香港社會撕裂嚴重。修補撕
裂，解開鬱結，是新特首必須面對和解
決的大難題。中央「團結包容」的要求
具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得到廣泛認
同。香港社會在討論「團結包容」時，
也希望新一屆的管治團隊能夠包容不同
政治光譜的人士。

香港嚴重撕裂施政須「團結包容」
香港目前面對各種經濟民生利益的

矛盾，新一屆特區政府需以團結包容的
施政方略，讓各界放下分歧，以取得各

項政策的最大公約數，讓市民分享到經
濟紅利。過去因為各種爭議，香港錯失
了許多發展良機。林鄭及其領導的新一
屆特區政府，施政必須團結包容，惟有
如此，才能凝聚社會各方面的正能量，
帶領香港重拾發展正軌。
那麼，如何組織有力的新班子實現

香港的新發展？作為特首，林鄭主觀
上當然期望團隊政治光譜愈闊愈好，
因為吸納各方人才襄助，可顯示她統
率的特區政府團結包容，有能力統合
各方力量，帶領香港走向新局面。正
因為如此，林鄭月娥當選後，第一時
間公開表示會廣納賢能，邀請有心有

力、有承擔、願意為香港服務的人士
加入管治班子，用人唯才，不分派
別。

組建管治團隊不可忽視志同道合
林鄭展示的開放包容、納賢舉能的組

班理念，雖然在社會上得到了廣泛的讚
賞，但「泛民」方面卻反應消極。他們
或者提出要林鄭承諾修改人大「8．31」決
定、撤回對幾位「泛民」議員的司法覆
核等無法達到的要求，或者聲稱加入林
鄭管治團隊的「泛民」人士必須退黨。
「泛民」的這些動作，帶出了一個值得
重視的問題：林鄭組班不可忽視志同道

合的問題。
眾所周知，特首執政需要一個志同

道合的管治團隊，每位問責官員都必
須與特首有共同理念，以最大誠意和
能力參與管治香港，服務市民。可以
說，志同道合是組班的基本前提。環
顧世界各地，當政者通常都是吸納與
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士入閣。美國總統
特朗普組班時便明言，會引入與自己
相似的、明白他話語的人，這才能執
行他「交易至上、實用主義」的理
念。特朗普甚至不怕被人指責「任人
唯親」，任用自己的親信以至親屬擔
任要職。特朗普的組班方式在美國被
認為是理所當然，其背後最重要的理
念就是志同道合。

社會應該給予林鄭更大空間
在社會期待團結包容的大環境下，市

民確實希望見到「泛民」人士加入林鄭
班子。中央政府一直以最大的政治包容
來對待「泛民」，希望「泛民」能成為
香港的建設力量。然而，組建管治團隊
既要體現團結包容，也要講原則底線，
認同林鄭的管治哲學和理念，避免施政
團隊出現內耗。如果管治團隊成員不能
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就有可能耗損特

區政府的施政能量和效
率。這對香港的發展不
利。
還須強調的是，特首

有憲制責任，須全面準
確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問
責官員不論什麼黨派背景，都要認同愛
國愛港的立場，都有責任與特首共同維
護「一國兩制」，遵守基本法。這是對
管治團隊基本要求，是管治團隊志同道
合的核心內涵。
事實上，團結包容方式多種多樣，

不同形式的溝通合作都可體現執政者
的團結包容精神。一方面，行政會
議、中央政策組及建制內很多具實權
或有影響力的法定和諮詢機構，都可
吸納「泛民」人士加入；另一方面，
特區政府可以建立與不同黨派溝通協
商的恒常機制或平台，在制定政策過
程中吸納各種不同意見，兼顧不同持
份者的訴求，以尋求共識，共謀發
展。社會應該給予更大的空間，讓林
鄭真正做到「執政團結包容，組班志
同道合」。組建管治團隊如果忽略志
同道合而過於強調不同政治光譜，很
可能好心辦壞事。

林鄭月娥當選之後，如何組建管治團隊，備受關注。需要釐清的是，面對社會嚴重撕裂的局面，

林鄭需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執政團結包容，團結各界，包容不同黨派，共同努力推動香港發展；不

過，組建管治團隊雖然也需重視團結包容，注意吸納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但更須講求志同道合，

要有共同的施政理念，在堅持「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方面有共同的認知。常言道，勉強無幸福。如

果管治團隊不能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就不可能團結有為，更會耗損特區政府的施政能量和效率，

何談開拓新局？這並非是香港市民願意見到的結果。事實上，林鄭展現團結包容有多種途徑和方

式，包括構建不同黨派的恒常溝通平台，在行政會議、中央政策組和一些法定和諮詢機構吸納「泛

民」人士等等。如果將「團結包容」過於聚焦於組建管治班子，不僅太過狹窄，更會對林鄭形成不

必要的桎梏和壓力，有可能好心辦壞事。

梁亮勝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

老基謀補選重返立會
「嫩筍」譏「搶棒再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區政
府駐陝西聯絡處昨日開始運作，以協助港
人港企更有效地把握西部地區的發展機
遇。聯絡處設於陝西省省會西安市，隸屬

特區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駐成都
辦主任林雅雯表示，駐陝西聯絡處將致力
加強香港特區與陝西省和其轄下城市的聯
繫，做好政府對政府的工作，並促進香港

與有關省市在經貿及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
作，以及支援當地的港人和港企。
聯絡處運作初期會租用臨時辦公室，以
便盡早投入服務，同時亦正積極籌備設立
長期辦公室。
特首梁振英重視與內地交流合作，包括

積極擴大特區政府駐內地辦事處的網絡和

提升職能。他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到，
特區政府現時在內地的東、南、西、北、
中部各設一個辦事處，並在過去5年先後
於遼寧、山東、湖南和河南開設聯絡處，
今年年中前計劃在天津、浙江、廣西及陝
西開設聯絡處，將聯絡處總數由現屆政府
上任前的3個增加至11個。

駐陝聯絡處運作 助港抓西部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庭佳）
多名立法會議員日
前考察東江水，議
員除關注水質外，
有建議更認為現行
的「統包總額」收
費方式造成浪費，
應在明年新一份供
水協議中改為按量
收費。不過，考察
團副團長、經民聯
議員盧偉國昨日指出，「統包總額」有如買保
險，可以保證供水量，應付香港的密集人口及
頻繁經濟活動，建議新協議的收費方式並行
「統包總額」及按量收費。考察團另一副團
長、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則指，香港一般無辦法
用完購買的東江水，而供港的水費較供予東莞
和深圳的更貴，兩地有需要修訂協議內容。

付固定費用買供水「保險」
盧偉國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以「統包總

額」方式買東江水是買個保險，可以保證一定
的供水量，對香港十分重要，因以現時香港人
口密度、經濟活動及生活節奏，難以抵擋供水
出現問題時的巨大影響。
對於按量收費，他認為在商言商，在有購買

數量保證下的水費價格，不會單純除開計算，
又引述內地官員指，如果改為按量收費，港方
需付的總成本未必較現時低。
他建議日後買東江水可分兩部分收費，一方

面根據實際用水量彈性收費，另一方面則繳付
一筆固定費用，作為保證供港水量的「保
險」。
出席同一節目的黃碧雲則稱，香港每年支付

內地40多億港元，以購買最多8.2億立方米的
東江水，但一般都無辦法用完，如去年香港只
用了75%供水量，變相浪費了數億公帑。
她又聲稱，現時的供水協議是「不平等條

約」，因部分東江水並無供港，但支付金額不
變，而供港的東江水每立方米收費5港元，對
比供給東莞和深圳的每立方米約1港元，收費
貴約4港元，兩地有需要修訂協議內容。

學者倡效港鐵票價「可加可減」
研究東江水的「香港願景」高級研究員羅祥

國認為，「統包總額」及按量收費可以並行，
又指現時價格調整機制透明度低，建議參考港
鐵票價「可加可減」機制，加入粵港兩地工資
變動率及物價變動率等計算價格，同時應以人
民幣結賬，省卻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成本。

盧偉國倡買東江水
「統包」「按量」並行

民協在去年立法會選舉企圖擴
張版圖，以3張名單出選，

馮檢基改到新界西做「開荒
牛」，「超級區議會」界別交由
何啟明角逐，另一名元老、曾任
深水埗區議會主席的譚國僑就留
守老巢九龍西，最後全軍盡墨。
其中馮檢基及投票日前夕宣佈
「棄選」的何啟明的得票，因不到
總投票數字的3%而被沒收按金，而
譚國僑的得票也比2012年驟減一
半。

昔立選「亡黨」現退黨潮
樹倒猢猻散，民協在立法會「亡

黨」後，出現區議員退黨潮，至今
已有6人離開。重災區是九龍城，
楊振宇、黎廣偉及蕭亮聲先後退
黨，其中蕭更於退黨不久後轉投民

主黨。而深水埗區議員鄒穎恒、吳
美及油尖旺區議員林健文，也於選
舉後離開民協。一輪退黨潮後，民
協在九龍西只剩下深水埗有區議員
代表，區議員總數也由18人大減三
分一至12人，未達提名「超區」候
選人的15人門檻。
其中楊振宇退黨後向傳媒表明，

退黨是不滿譚國僑和馮檢基兩個元
老出選立法會，未能做到「更新」
的效果，令民協發展停滯不前，
「黨內成員覺得無問題，但我唔認
同。」
日前另有傳媒引述消息指，退黨

區議員對馮檢基敗選後仍然有意參
加九龍西補選感到不滿。

「民協分裂邊個最開心?」
何啟明接受該傳媒查詢時，更不

點名批評作為其師父、如今卻要為
議席拗手瓜的馮，稱民協黨內都明
白要交棒，但「有人認為要搶返支
棒先再交」。他昨日在facebook分
享該報道時，更意有所指道：「民
協分裂邊個最開心？」

網民：64歲 仲未知位置
網民將矛頭直指馮檢基，其中

「Michael Tong」呼籲他「大局為
重」退出黨內初選，「Zhengan
Chen」就認為他「係時候要退」，
又揶揄他「今時今日仲用傳呼
機」。
「Benny Chung」直言其問題並

非年齡問題，而是能力問題，「64
歲，仲未知自己應該要喺乜位置。
佢最大鑊係仲當自己政治明星，出
嚟一定選到！」

■盧偉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新民主同盟」在
2012年立法會選舉實現「零的突破」，范國威（咖
喱范）在新界東以末席入局，但4年後得票卻連跌兩
位，要告別短暫議會生涯。如今范國威欲借又一次新
東補選捲土重來，卻要面對與民協一樣的問題：退黨
潮。去年選舉投票日，向來與范不和的3個沙田區議
員丘文俊、陳兆陽及趙柱幫齊齊倒戈，為與范反目成
仇的鄭家富拉票，之後更有同樣來自沙田的許銳宇離
開「新同盟」，如今該黨在沙田只剩下一名區議員代
表，區議員總數與民協同樣跌破提名「超區」候選人
的門檻。
前年的區議會選舉，「新同盟」派16人出選贏得
15席，之後有西貢區議員林少忠再作馮婦重新加入，
令該黨有足夠人數提名「自己友」出選「超區」，然
而這只屬表面風光。丘文俊、陳兆陽及趙柱幫在離開
「新同盟」後接受傳媒訪問，早年任鄭家富助理的丘
文俊稱，早在2013年，當時已不是議員的鄭被揭發
佔用立法會車位後，范國威為割席而沒收其助理證
件，之後更解僱原屬鄭的助理。出身自丘辦的陳兆陽
及趙柱幫，也被范諸多留難，就連懸掛橫額的位置也
計較。
三人在備戰區選期間，有鄭家富為他們做地區法律

諮詢，跟進鉛水事件就靠工黨張超雄甚至民主黨劉慧
卿，但卻鮮見范國威身影。
雙方不和最後在去年立法會選舉投票日浮面，三人

在區內為鄭家富出面告急，范國威就在傳媒面前眼有
淚光指控三人。三人之後發聲明宣佈退黨，而范及
「新同盟」的說法是「革扯」。

咖喱范拖散「新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