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7年年44月月2020日日（（星期四星期四））政情與評論A11 ■責任編輯：甄智曄

因宣誓辱華風
波而被褫奪立法
會議員資格的梁
頌恆，於4月兩

次赴台「分享交流」，包括於4月7日至4
月9日夥拍游蕙禎參與由「西藏台灣人權連

線」協辦的活動；及於4月16日與台灣太陽
花學運林飛帆、公民黨楊岳橋同場出席論
壇。可見梁頌恆、游蕙禎仍未有悔意，繼而
勾結境外「分離」組織，繼續「消費」其頭
上的反華亂港「污環」；此外，宣揚「港
獨」的「香港民族黨」部分成員除了常常赴

台「播毒」外，該組織上月在城大舉行
的座談會，當中也不乏「藏獨」和「台
獨」的影子，港台藏「三獨」合流日益
猖獗。
「港獨」餘孽自知在香港沒有市場，唯有

在反華分離勢力間遊走，以尋找生存空間。

「港獨」分子未有反思過錯，反而變本加厲
與「台獨」、「藏獨」沆瀣一氣。「台
獨」、「港獨」、「藏獨」的「交流互動」
越來越頻密，這幫「獨匪」搞手不知廉恥，
在大氣電波及公開場合曝光，肆意鼓吹分裂
國家的歪論、謬論，明目張膽對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進行挑釁。
「台獨」、「港獨」、「藏獨」同流合
污，不但威脅國家安全，而且妨礙國家、香
港的經濟和社會的整體發展。「港獨」組織
的營運和宣傳等，以及「離港外訪交流」都

要花錢，都在「燒銀紙」。不難相信，在一
群無業嘍囉的背後，有幕後金主及無形黑手
在操控。
辱華小丑只要一天未有誠心懺悔，在中

國人和海外僑胞的眼中永遠是小丑，不能
在中國人的土地上有尊嚴地抬起頭來，勾
結境內外分離勢力，更無法改變「港獨」
走上絕路的命運。「港獨」如臭罌出臭
草，即使與「台獨」、「藏獨」雜交繁
殖，都絕對不能再有繁衍空間，早晚會被
連根拔起。

慎防台港藏「三獨」合流反中亂港
朱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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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重中之重

粵港澳大灣區是珠江出海口附近的一
系列城市，範圍包括廣州、深圳、珠
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
肇慶等9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
行政區。依據2015年的數據，粵港澳
大灣區所佔的面積相當於全國總面積的
0.6%左右，不算很大，卻居住了全國
近5%的人口，以及創造了全國約13%
的經濟總量。
可見，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人口密度
較高，經濟效益較大的一個經濟區域。
大灣區約 1.24 萬億美元的經濟總量
（2015年的GDP），已較不少西方國
家的經濟總量還要高，倘若把大灣區看
成一個獨立經濟體的話，可成為2015

年全球經濟總量最大的14個之一（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數據）。

經濟發達互補性強
除經濟體總量大之外，大灣區內各城

市的互補性非常高，各有所長。香港作
為傳統的國際金融中心、經濟中心、貿
易中心及專業服務中心，有完善的基礎
建設，既深且廣的國際經貿網絡，資訊
流通，貨幣更能夠在國際間自由兌換；
深圳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先驅，現在是國
家的創新科技中心，孕育了多個創新科
技企業，也是內地最具經濟競爭力的城
市；澳門是國際知名的旅遊休閒中心，
有「東方拉斯維加斯」的美譽，人均

GDP高踞全國第一，也是國家面向葡
語系國家的商貿服務平台；廣州是國家
傳統的商業中心，是一個開放型的城
市，商貿文化及氛圍濃厚；珠海是全國
宜居城市，珠海橫琴是全國備受注視的
自貿試驗區之一；佛山、東莞、中山、
肇慶、惠州是廣東的工業重鎮，有堅實
的製造業基礎，並提供大量的土地及人
口；江門則是著名僑鄉，有「中國第一
僑鄉」之稱。
正正由於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強勁的經

濟實力、發展潛力及互補性，故中央強
調建設大灣區的重要性，對香港寄予厚
望。在國家「十三五」規劃的「港澳專
章」，便提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
更明言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
展規劃；日前，國務院正式任命林鄭月
娥成為香港第五任行政長官，李克強總
理發表重要講話時，也指出「採取切實
措施，推動內地與香港深化合作，促進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發揮香港獨
特優勢，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
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香港需爭取主導角色
由「十三五」規劃、政府工作報告，到
總理的重要講話，均提及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發展，充分顯示中央的重視，特區政
府應視為未來施政的重要任務之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勢在必行，香港如

何掌握主動權，把握好機遇呢？筆者有
幾點建議。
首先，加強大灣區的發展聯繫，離不

開交通運輸的配合，特區政府必須認真
監督各項大型跨境基建工程的進度，尤
其是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速鐵路（香

港段）的建設，絕不能
一再延誤。其次，大灣
區城市群之間的聯繫十
分依賴水路運輸，香港
有必要加強與中山及江
門的水路聯繫，加密航
班，增加離岸及抵岸的
港口，充分發揮屯門碼頭和機場海天客
運碼頭的作用。第三，港府應進一步促
進粵港澳大灣區之間的全面交流合作，
尤其是青少年學生交流、青年企業家交
流、專業人士交流、文化交流等方面。
第四，港府應在大灣區內成立更多經貿
辦，一方面加強推廣香港的優勢，另一
方面協助在大灣區發展或生活的港人。
正如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多次提醒

香港，機不再遇，時不再來。香港必須
把握好大灣區的機遇，主動參與大灣區
的規劃，深化合作，爭取主導的角色，
並向國家爭取更多積極政策，共同把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成國際間最具經
濟競爭力的一個城市群。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起率團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6個城市考察。個人不能單打獨鬥，必須組成

團隊，互相合作，才可以擁有更強的能力及競爭力。地區發展也一樣。香港作為開放的小型經濟

體，缺乏天然資源，更沒有單打獨鬥的條件，必須加強與周邊城市的聯繫合作，參與建設一個實力

強大的城市群，才會有更大的競爭力、更好的發展。香港與鄰近城市有很大的互補空間，粵港澳大

灣區的發展前景令人期盼。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民建聯副主席 新社聯理事長

網民：反轉豬肚係范國威
Cruz Chung：鄭家富出選與否，並
不在你范國威控制範圍之內，你係咁
鬧佢，人地（哋）只會覺得你小家。

Jamie Chu：吓，民主派都想打壓
其他合法的參選者，令其他有意參
選者放棄？

Trevina Wong：范自封為民主人
士冊封者或欽點人，他說誰不是就
不准他有參選權！驚上腦了！

Chan Simon：一講到利益，咩舊
情都唔記得。

江高：反轉豬肚係乜！范先生——例子！

Bonnie Mok：范國威遇敵腳軟，
只識抹黑，冇大將之風，難當重
任。

Barry Ma：士可殺，不可辱。話富
哥是「鬼」，請拿出證據來！冇證
據就係造謠生事！「鎅票論」完全
是抹黑的勾當，手段下流無恥！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羅旦

范國威追擊鄭家富
同道寸抹黑玩「欽點」

范國威近日在接受《香港01》訪問時
批評鄭家富在去年立法會選舉話唔

選又選，話唔需要「新同盟」成員助選最
終又挖人幫手，仲要「在選戰最後關頭拒
絕棄選」，係人都知佢鎅票喎，又形容對
方已離開「民主派」陣營，「晚節不保，
臨老唔過得世」，反對派應「認真評估」
是否容許鄭家富參與初選，以免讓對方有
機會「洗底」，令市民誤以為他仍是反對
派一員，更質疑對方即使在初選落敗，也
會違反遊戲規則，反口參選。

為選唱人係鬼 陳展浚：擺明私怨
與范國威素有積怨的前民主黨成員、將
軍澳民生關注組召集人陳展浚近日在fb轉
發了有關訪問，並發文道：「其實鄭家富
選唔選，范國威同長毛都係兩個活一
個！……所有被認為唔夠勝算最終又的確
輸左（咗）既（嘅）人，唔通都要比
（畀）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咩！」
他續稱，「鄭家富比（俾）人話係鬼，
由選舉開始都係咖喱（范國威）自己唱
先，民主派都有眼睇。為表公平，初選一
次解決曬（晒）啲恩怨係最好，佢吔
（哋）擺明私怨。」
「新退黨同盟」麥潤培的助理李志宏在留
言時，就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我嚴重懷疑
犯（范）國威出選就是為了鎅長毛的選票呀，

嘗試令長毛落選但不成功！」曾代表民主黨
參加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謝智傑則留言稱，
「其實要畫某條界線，去阻止某些人入閘，
對追求普選的人係好有難度……一場選舉，
有人提名就可以參選，冇義務講點解參選……
選民點睇又係另一件事……總之唔好當選民
係白痴就OK。」

網民批范反骨 與「新同盟」罵戰
「Andy Fung」留言狠批范國威「從來

都係反骨仔」。「新同盟」成員任啟邦突
然做「炸兩」，質問道：「想請教下范國
威點反骨呢？」「Andy Fung」即指，
「我衹（只）知道鄭家富同佢個團隊幫咖
喱，未曾聽過咖喱講過啲乜野（嘢）多謝
鄭家富喎？唔中傷鄭已經係幫忙啦！」任
啟邦反駁，「唔講多謝就係反骨？」
陳展浚此時按捺不住，加入戰團：「任

生，鄭生係幫左（咗）幾個人，但鄭辦資
源幫邊個？Database比（畀）左（咗）邊
個人？……做人有啲道義嘛！大家都係民
主黨出身，我諗大家明白咩係師徒，大家
都唔係石頭爆出嚟！」
他狠批，「新民主同盟咁鍾意講政治倫

理道德，平時選舉，寫咩鄭家富徒弟，而
（）家就反面唔認人！講完！」
其後有人充和事佬，罵戰暫時平息，不
過越近補選，相信就會越多花生食嘞！

事實證明，口中越講民主嘅

人，其實都唔民主，特別係涉及

自己利益嘅時候。在新界東落敗

的「新民主同盟」范國威，近日針

對有意「再出山」、參加可能於稍

後舉行的新界東補選的鄭家富發

動攻擊，稱對方已非反對派一

員，倘容許對方參加反對派的

「初選」，只會讓對方有機會「洗

底」云云。有人批評范國威只識

抹黑，有人更揶揄他自以為有權

「欽點」誰是「泛民」之一，竟

有權「剝奪他人政治權利終

身」，引發與「新同盟」成員的

罵戰。 ■記者 羅旦

何啟明出賣隊友挨批
Roy Lau：內部傾好先啦！依（）家
喺出面閙黨大佬好核突，係人都知為個
人議席利益。市民極反對馮檢基再出
選，唔代表同意你出選。

William Yim：何啟明就算點硬淨，但
始終都係冇乜經驗，難以比得上馮檢
基。只可惜民協自從上次區選到立法會
選舉，經已原（元）氣大傷，而（）
家仲玩內鬥只會死得更快！

Ronald Wann：「何啟明係白票黨」+

「兩個都咁衰」！

Fan Cheong：硬淨都冇用，死因係民

協！

See See Ng：在重要關頭做出賣行為，

就要預左（咗）被清算，今日嘅香港人

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既往不咎，準備敗選

吧！

資料來源：fb留言 整理：羅旦

為了可能舉行的補選，反對派
各黨派明爭暗鬥，黨內也互相搶

位。在去年立法會選舉落敗的民協前主席馮檢
基，據聞會繼續爭位，令黨內年輕人不滿。現
為民協深水埗區議員的何啟明，就放晒聲氣話
自己想選，更在接受訪問時自稱不但比馮年
輕，還比對方「硬淨」，而為吸納激進「本土派」
的選票更聲言自己與「自決派」理念相近云云。
不過，有網民就不以為然，認為何不應唱衰自
己的「大佬」。

自詡「硬淨」暗寸馮「老而不退」
去年代表民協參加「超級區議會」，但最終

棄選的何啟明，近日在接受網媒《香港獨立媒
體網》訪問時談到未來可能進行的九龍西補
選。他稱，自己去年12月和今年農曆新年後兩
度和馮檢基談到補選，但都未能說服對方，
「佢話佢在九西做咗好耐，有好高知名度，仲
有街坊支持。」
他續稱，自己「要讓馮檢基明白世界是怎

樣」，「其實佢網上出咩都俾人鬧，他自己無
理由唔知道。……我出張圖話考慮參選，同佢
貼文的反應都差好遠啦。……（佢）從政咁多
年，無理由聞唔到陣味，慢慢說服佢啦。」
何啟明自詡，自己較馮檢基年輕，立場較對
方「硬淨」，網上形象也比對方好，又暗寸對
方「老而不退」，「民協如果繼續派馮檢基，

你話我聽，公眾會點諗呢？……（我）攞到年
輕前進的票，加埋地區樁腳就好大機會贏。」
「青症雙邪」中的游蕙禎，以至劉小麗都打死
咗「瞓喺度都贏」的黃毓民，反映九龍西有不少
激進「本土派」的支持者。為了搶票，何啟明就
聲稱，他和「自決派」的理念相近，稱「立法會
議員不能再停留在論政和監察政府的層面，必
須有抗爭意識」，「希望香港人能當家作主」。
他又向「自決派」的劉小麗「拋媚眼」，稱自己

一旦參選，必爭取「自決派」及劉小麗的支持，
更拉關係稱，「我同佢哋其實係似嫁（㗎），我
都想佢哋立刻支持我，但要坐低傾。」
為免「雙邪」以至其他激進「本土派」爭

位，何啟明更出口術稱，不少人都不認同游蕙
禎和梁頌恆的做法，「覺得太小朋友，對『本
土派』失去了信心，應該入咗去先慢慢玩。」
因此，倘激進「本土派」和「青政」對議席有
興趣，也應先參加反對派的初選。

「搞內鬥終自害」網民：白票債要還
不過，唱衰大佬、黐激進派呢招唔係人人都
受。有網民就批評何啟明搞內鬥，破壞民協形
象，最終都會「自食其果」。
「香港本土力量」的何志光則「回帶」，稱何啟
明在剛過去的特首選舉，和其他「自決派」一樣
投白票，所以都係要「票債票償」喎！

■記者 羅旦

何啟明唱衰「大佬基」網民不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新一屆特區
政府7月1日上任，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兌現當
選時的承諾，四出拜訪不同政黨、團體，聆
聽各界意見，昨晨就和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見面。葉劉淑儀在會面後於facebook發帖表
示，自己代表匯賢智庫向林太提交了早前發
表的《香港長遠競爭力研究報告》，並引述
林太表示會仔細閱讀，「期望這報告能對她

未來的施政有所裨益。」
一位是候任特首、一位是政黨主席，城中
兩名女將聚頭，不少網民都表現雀躍，希望
兩人能更多合作，造福香港。「Henry
Woo」在葉太fb留言說︰「葉太，不要浪費
你的才能，應再入政府為港人服務。」
「Mui Mui」則說︰「支持兩位，合作努力
加油，係香港市民之福。」

林鄭晤葉劉 網民盼「拍住上」

■葉太贈林
鄭 研 究 報
告。
葉劉淑儀fb

圖片

■■咖喱飯鬧鄭家富咖喱飯鬧鄭家富「「晚節不保晚節不保，，臨老唔過得世臨老唔過得世」」。。 fbfb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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