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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黑大灣區計劃 暴露反對派抗融合阻發展心態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
次明確提出，要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
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相比起世界其他
「灣區經濟體」，粵港澳大灣區還具有
「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所能發揮的
效應遠遠超過「9加2」。粵港澳大灣
區的建設將可全面提升三地的國際競爭
力，是在「一國兩制」下通過創新區域
合作模式、謀求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
香港必須抓住此重大機遇，發揮「香港
所長、國家所需」的優勢，改變香港發
展速度落後於深圳等周邊城市的狀況。

反對派為何對大灣區怕得要命？
《蘋果日報》對粵港澳大灣區這一謀

求互利共贏的重要舉措怕得要命，拚命
抹黑和攻擊大灣區計劃，因為反對派知

道，大灣區計劃將有效紓緩和解決香港
的一系列深層次問題，「國家好，香港
好」，就會壓縮反對派興風作浪的空
間。反對派在本質上不希望看到香港經
濟興旺民生改善，而必然堅持反對立
場，力圖從香港經濟停滯導致社會怨氣
乃至反政府情緒中得到自己的政治利
益。因此，《蘋果日報》拚命抹黑和攻
擊大灣區計劃。
反對派從來沒有停過阻止香港與內地

的經濟融合，凡是有關兩地融合的政策
和措施，反對派必定設法出來阻撓。彷
彿與內地有關係的所有事物，甚至中央
對香港經濟的支持，都是洪水猛獸，都
是「赤化威脅」，連「個人遊」也被誣
衊為「染紅香港」、「使香港淪為中國
殖民地」。從陳方安生提出「小心邊界

模糊」，到反對派造謠指高鐵是「中共
希望藉高鐵來統戰香港」和「加速香港
內地化」，再到《蘋果日報》聳人聽聞
稱粵港澳大灣區「更會加快『一國兩
制』的消亡」，都暴露反對派抗拒融合
的頑固心態。

「逢融合必反」令香港蹉跎歲月
港珠澳大橋在促進香港、澳門和珠江

三角洲西岸地區經濟上的進一步發展具
重要的策略意義；高鐵香港段作為全國
高鐵網絡的一部分，將進一步加強香港
對內地更廣泛地區的輻射作用；西九故
宮是中央送予香港的大禮，博物館成立
後會提供更好的藝術文化交流平台，可
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吸引中外旅客；港
深創科園的發展，會對香港未來的新經

濟發展帶來極大的機遇，令香港產業更
多元化，並為年輕一代提供更多的發展
機會和空間。
但是，反對派「凡融合必反」，打着

「反被規劃」、「反被吞併」的幌子，
抹黑和狙擊港珠澳大橋、高鐵、新界東
北發展、西九故宮、落馬洲深港科技
園，以及粵港澳大灣區。
港珠澳大橋從初期遭遇反對派司法覆

核，到後來追加撥款受阻，進展緩慢，
令大橋主體工程成本大漲；反對派拉布
阻攔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抹黑「一地
兩檢」，令工程一拖再拖；在新界東北開
發的諮詢過程中，反對派造謠生事，將新
界東北醜化成「雙非城」、「深圳富豪後
花園」，令新界東北開發計劃舉步維艱。
西九故宮和落馬洲深港科技園，同樣受
到反對派的攻擊和阻撓。

拆穿反對派謬論 支持大灣區計劃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指出：

「全世界都想搭上中國的發展列車，而

在『一國兩制』下，港澳與國家是『一
家人』，更有條件搭上這趟快車。別人
要排隊買票，港澳不用，國家還給你預
留座位。」張德江又指出，深圳或於兩
年內「超越香港」，呼籲香港要抓緊機
遇，勿泛政治化阻礙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建設，有助香

港拓展經濟發展的新空間，有助加快香
港與內地經濟深度融合，以珠三角地區
密集的產業鏈和深圳的科技創新為依
託，發掘更廣闊的內地市場，通過深化
香港與內地市場的互聯互通，拓展香港
經濟發展的新空間。大灣區輻射半徑更
可延展至東南亞國家，成為聯通「一帶
一路」的重要門戶。
香港要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必

須抓住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蘋
果日報》抹黑大灣區計劃，散播「恩賜
論」、「中共權貴侵吞香港利益」，是
誤導、恐嚇港人、煽動港人對大灣區規
劃的抗拒情緒。港人必須拆穿這些謬
論，支持大灣區計劃，把握發展機遇。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抹黑和攻擊粵港澳大灣區計劃，散播「恩賜論」、

「中共權貴侵吞香港利益」，是企圖誤導、恐嚇港人、煽動港人對大灣區規劃的

抗拒情緒，充分暴露反對派抗拒融合的頑固心態，將兩地任何合作都視為洪水猛獸，正是這種心態

令香港一再錯失機遇，蹉跎歲月。港人必須拆穿這些謬論，支持大灣區計劃，把握發展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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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

（戴妖），涉嫌多次以走「法律罅」的形式操控立法會選舉以至特首選舉。他昨日在

報章撰文，稱要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時推動所謂「風雲計劃」，稱會由現在開始籌募

經費，及招募和培訓所謂「風雲戰士300」，以搶佔區議會議席，從而影響下一屆特

首選舉云云。多名立法會議員批評，戴耀廷一再試圖操控各級選舉的結果，令香港引

以為傲的公平選舉制度蕩然無存，更成為其反政府的工具，特區政府必須正視及撥亂

反正，還香港公平、公正的選舉。

戴妖謀佔區會議席
圖操控下屆選特首

戴耀廷在《蘋果日報》撰文稱，「若『民主
派』在2021年選委會席位能由300多個增至

500多個，就會令『中共』再難『操控』2022年的
特首選舉，有可能迫使『中共』改革現行制度以達
『真普選』。要達這目標，最重要是取得選委會第
四界別政界中港九各區議會、新界各區議會的57個
及60個選委席位。要奪得這關鍵性的117個選委席
位，『民主派』就要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在港
九、新界分別贏得105個、112個或以上的民選議
席。」

招兵參選圖議席倍增
他承認，反對派的區議會議席要「翻一番」並不
容易，但稱「2016年立法會選舉及選委會選舉開
始，不少選民已掌握了策略投票的思維」，又提到
要培養自己的「親兵」，「假設現任的非建制派區
議員都會爭取連任，還欠近200人。……若真能有
300名『民主人士』願為此付出，就有可能為香港
民主發展帶來突破性的改變，『風雲必湧現於香
江』。這計劃可稱為『風雲計劃』，參選區議會的

『民主人士』就是『風雲戰士300』。」

葛珮帆：損公平公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批評，戴耀廷近年一而再、再而三，企圖繞過法
律、操控選舉結果。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他推動
所謂「雷動計劃」，明目張膽呼籲選民「棄保」，
通過大規模「配票」方式，影響選舉的公平、公
正，有市民更已就此向選舉事務處舉報。
在剛過去的特首選舉，戴又要挾各特首候選人，

以撤銷「瀆誓四丑」的司法覆核來交換特首提名，
是無視法治。今次提出的所謂「風雲計劃」，是意
圖操控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令公平選舉的精神蕩
然無存。他更試圖以此來影響下屆特首選舉，劍指
的是香港的管治權，危害國家統一及安全，特區政
府必須撥亂反正，還香港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陸頌雄：淪政爭場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批評，選民有權選出合

適的人選為地區服務，而不是當作戴耀廷的政治工

具。戴耀廷的言論反映他漠視區議會、區議員的職
能及服務範圍，只為一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犧牲市
民、社區的福祉，要令區議會淪為政治鬥爭的場
所，完全違反民主精神。

梁美芬：勿再被利用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戴耀廷經常口出

狂言，以破壞香港社會安寧為目標，但每次都要其
他人去「執行」，甚至為他負起所有法律責任，
「『佔中』就是十分明顯的例子。在其他示威者接
受法律制裁時，戴耀廷就躲在後面，更一次又一次
搞花招，搞亂社會！」她呼籲大家認清戴耀廷的真
面目，不要再被他利用，以免追悔莫及。

立法會選
舉「雷動計
劃」、「特

首民投」衰完一鑊又一鑊，
「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
（戴妖）依然死心不息，昨日
又在報章發表旨在操控區議會
選舉的「風雲計劃」，瞬間引
起反對派陣營強烈恥笑。不少
人揶揄戴妖只是書生論政，根
本唔work，更直指反對派早
已「唔係好妥佢成日搞事」，
形容計劃為「瘋人計劃」。更
多人恥笑「風雲計劃」個名
「MK味濃」，揶揄戴妖又
「雷動」、又「風雲」，真係
有鋪改名癮，有人更抵死反
問︰「會不會成也風雲，敗也
風雲？」

戴妖被嘲幫倒忙
戴妖的「風雲計劃」昨日

在網上掀起一片熱議，但應該
唔係佢心目中嗰種囉。唔少人
都叫戴妖「收手啦」、「唔好
再書生論政喇」、「戴妖唔好
再搞咁多嘢啦……」。「An-
dy Goh」直斥︰「究竟佢要
衰幾多次先會明白自己係幫倒
忙？佢其實明唔明白『支共』
用嘅手法『泛民』係用唔
到？」
就算覺得計劃似乎可行者

都係照鬧戴妖。「Kevin Li」
就話︰「又放風俾（畀）建制
睇住嚟打？唔駛（使）吓吓出
曬（晒）聲話俾（畀）人知想
點做呀？你係無腦定係鬼呀？
你不如出埋本攻略俾（畀）佢
地（哋）啦，有邊次唔係俾你
搞到一鑊粥！」
fb專頁「辣椒文集」雖然

直接幫佢改名做「瘋人計

劃」，但應該係最認真去討論
喇，「呢件事真係難度甚
大」，因為反對派可以去競爭
嘅選區唔多，「做區一定係鴿
黨最叻了，根本就不到戴妖話
事，他只是提議要擴大戰線，
今次也不算是甚（什）麼大發
明，係人都知區議會（議席）
要爭，問題是點爭罷了。實戰
不是戴妖強項，我也懷疑靠他
不斷耗損的光環究竟說（服）
到幾多人出去選。」

「風雲計劃」好MK
「辣椒文集」更稱︰「在

區議會咁細個選區係搞唔到
『雷動』，無得咩策略投票
的。一區得幾千人根本肯所謂
策略投票就好少，可能幾十都
無，你1on1策咩略呢。」
更多人揶揄嘅係「風雲計

劃 」 個 名 。 「Roundtable
Community」前總幹事林輝
就話︰「戴耀廷教授係有舖
（鋪）改名癮。」「香港眾
志」嘅黃之鋒、黎汶洛都有畀
like加入恥笑。「謝允彥」則
揶揄︰「骨子裡滲透著（着）
一股mk味，又『雷動』又
『風雲』。」
fb專頁「得罪講句」就出

post謂︰「得罪講句，阿教
授點解改親啲名都咁中二病？
又『風雲』又『雷動』，下次
叫咩好？大家好，請投7號
『民主步驚雲』一票！」
「KuiYee Tsang」更為戴妖
推薦「風雲戰士」人選︰「搵
《風雲》戰士。有1.鄭伊健
〈聶風〉郭富城〈步驚雲〉。
2.鄭家穎〈都係聶風〉謝天華
〈都係步驚雲〉。」

■記者 甘瑜

「瘋人」亂起名 同道都恥笑

「熱狗」哭訴被用完即棄
Errumm Geheimnis：「熱普城」無
能？咁「熱普城」佢冇份㗎？

Jonathan Wan：話「熱普城」無能，咪
又係矛頭直指當時既（嘅）總指揮黃洋
達！

Quattro Vageena：即係話你地（哋）
「熱普城」支持者在佢眼中都係無能，你地
（哋）流過嘅血汗就咁一句就抹殺（煞）
掉。佢係咪好想再分裂先至肯收山？

Chin Kin Yan：選果（嗰）陣我幫佢做實
習，尾段每日街站由7點做到夜晚11點。
聽到呢句真係……

Crystal Li Yuen Man：我睇完喊咗。我
當時腳傷都為佢企街站。我咁辛苦為乜？

Cliff Hou：Sorry我要講句，皇天擊殺黃
毓民！

Chun Man：當日自大而輸，今日心盲，
將鬼當好人好人當賊扮，不分是非黑白，
鬧指出佢問題所在的人係×街。

Siulok Chan：人老×咗，係應該退休或
者死，唔好指點江山，因為真係out ×
晒，……何苦呢，返去玩孫啦！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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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黃毓民
與「熱城」中人繼
續開片。「教主」

此前在其網台節目中，不點名批評在立法
會選舉落敗後搞所謂「清算」的「熱狗前
頭目」黃洋達，及「城邦派國師」傻根
（陳云根），稱「如果兩個『青年新政』
搞得死你呀，你都可以收工啦！」不少
「熱城」中人狠批「教主」將他們在選舉
期間為其拉票的「功勞」一筆抹煞，「即
係話你哋所有『熱普城』支持者響佢眼中
都係無能，搞到佢輸。」「沒有民眾，你
黃毓民什麼也不是！」
「教主」近日在其網台節目中狠批傳統

反對派，說參加旺暴而被判監的「港獨」
分子出獄後要「清算」傳統反對派，更借
題發揮稱，「第日呢班後生（仔）就會同
呢啲政棍計數，呢啲就叫做清算，就唔係
較早前選輸咗之後，『熱普城』嗰班，×
你神經有啲問題嘅人，啲網上遊魂喺度搞
清算！」

踩黃洋達傻根不敵「雙邪」
他更畫公仔畫出腸稱，「難得嗰啲『有

頭有面』嗰啲人，係俾呢啲咁嘅網上遊魂
喺度捧到好似好開心咁，興高采烈：『你
唔投票畀我，無咗呢個「永續自治」，香

港無運行，你抵死』咁，唉，如果兩個
『青年新政』搞得死你呀，你都可以收工
啦！……有名有姓嗰啲，你就唔好藏頭露
尾，光明正大出嚟批判我毓民，Ok？至
於嗰啲無名無姓嗰啲遊魂，我只會送佢兩
個字，×街，快啲返屋企瞓覺，係咁
多！」
「熱城」支持者狠批「教主」，邊個係

佢口中「藏頭露尾」但係「有名有姓嗰
啲」，相信已呼之欲出，梗係「狗頭」黃
洋達同「城邦」傻根啦。不過，兩人睬你
都傻，黃洋達一言不發。傻根就話「教
主」只係「口誤」喎，但又借機借「教
主」此前「基於政治倫理」，而不會參加
「雙邪」被DQ而引發的補選的言論，揶
揄道，「根據所謂『政治倫理』，新界東
的議員補選空缺是范國威的，他好歹是個
在議會有『業績』的『半本土派』。『偽
港獨』的『青年新政』梁頌恆不要去
爭。……」

「熱狗」批抹煞拉票「功勞」
「教主」又開火，「熱城」中人自然群

起而攻。「藍鳳凰」稱，「沒有民眾，你
黃毓民甚（什）麼也不是。佢似乎忘記
咗，當日做（造）勢大會，就係一大堆俾
佢鬧×街嘅『無名無姓』嘅人撐場。要人

個（嗰）時就民意，嫌阻住就『無名無
姓』快啲×街。……即係話你哋所有『熱
普城』支持者响（響）佢眼中都係無能，
搞到佢輸。你哋辛辛苦苦嘅血汗、受過嘅
白眼，咁一句就抹殺（煞）咗。」

「熱狗」支持者葉政淳也發帖揶揄，
「從前有個人，開頭豪言『訓（瞓）係
（喺）度都贏』，結果輸到訓（瞓）係
（喺）度，然後鬧其他人無能。……唔洗
（使）唔忍心，你哋曾經尊敬嘅人已經墮
落成長毛（社民連梁國雄）咁嘅水平，攞

刀砍緊你。所以直接開波算啦！」

揶揄「教主」懶赴論壇抵輸
親「熱城」嘅「廢除雙重國籍行動」fb

專頁也發帖，上載一幅質疑「教主」在選
舉期間缺席多次選舉論壇，即使出席也少
有發言的圖片，揶揄道：「『教主』缺席
大型論壇呢啲小事根本不足以做成敗陣，
就算『教主』完全冇出現過都勝券在握！
一日最衰都係『熱普城』支持者冇7×24
小時全天候拉票！」 ■記者 羅旦

「教主」怨無能「熱城」斥心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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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熱城」的「廢除雙重國籍行動」fb專頁發帖揶
揄「教主」。 fb截圖

■黃毓民在其網台節目中批評
「熱城」無能。 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