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棄「8．31」
政改「冇得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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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黨魁楊
岳橋（戇橋）去
年2月參與新界東

補選入立法會時，信誓旦旦話要守住「關鍵
一席」，真係言猶在耳，但近日喺立法會嘅
投票就連番缺席。繼上次用特權法查選舉事
務處電腦失竊，戇橋等人冇出席投票，令贊
成同反對票打和，議案無法通過之後，前日
財務委員會注資迪士尼議案投票時，戇橋再
一次「關鍵地無影」，唔少網民當晚就喺
facebook出post追數，問「關鍵楊岳橋呢
喂？！」不過，戇橋並不孤獨，公平啲講，
當日缺席嘅仲有「專業議政」梁繼昌、葉建
源同李國麟，有網民就怒斥︰「所謂『泛
民』去左（咗）邊……投佢地（哋）入
去……點知影都無埋。」
反對派喺立法會人數少過建制派係人都
知，理論上應該更積極參與會議投票去盡力
表達意見，但每次關鍵時刻都總有幾個反對
派議員係唔會出席投票㗎。例如上星期五內
務委員會就特權法查選舉事務處電腦失竊案
投票，結果竟然係25票贊成、25票反對，
爭一票就可以改變局面，唔少人追數係邊個

「關鍵一席」冇出席投票，原來就係戇橋、
民主黨嘅涂謹申同許智峯，令唔少傳統反對
派支持者嬲爆，激進「本土派」同「獨派」
梗係乘勢追擊。

陣前逃亡 被恥笑「掛住拍AY」
話口未完，前日迪士尼撥款，又有幾個

傳統反對派失蹤。「關鍵一席」嘅戇橋再一
次榜上有名，另外仲有梁繼昌、葉建源同李
國麟陪佢。「獨派」fb專頁「香港民族陣
綫」隨即出post話︰「【關鍵一席繼續關鍵
地無影】邊忽關鍵呀？睇過？睇過？」並加
上「大局既（嘅）野（嘢）」、「關鍵一席」、
「陣前逃亡」等hashtag（標籤）。「啤梨
晚報」都出post點名︰「楊岳橋又缺席投
票。」fb專頁「廢青事務委員會」直情tag
埋戇橋話︰「公民黨 Civic Party Alvin
Yeung 楊岳橋，請問你呢位 #關鍵一席又
又又去咗邊？」
唔少人都笑戇橋可能掛住拍佢嘅「Thi-
sAY」短片。「Kwan Wing Yip」就話︰「人家
可能去拍段搞笑片擺上FACEBOOK。」
「Cardio Tze」揶揄︰「唔洗（使）做ThisAY

咩哥？」「Leo Wong」亦問︰「楊生，又
係你呀！近期拍Facebook很忙嗎？」

「投你哋入去 點知影都冇」
已經退出公民黨保平安嘅立法會議員毛
孟靜就出post話︰「對不起我們盡做。仍然
輸。我們不夠人。」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
潘智鍵就cap圖出post，數埋上次迪士尼議
案中止待續條數話︰「上次過中止待續25:
27，有四個反對派唔見左（咗）人，咁叫盡
做？之後又繼續叫人顧全大局，要保住關鍵
一席去投票，仲要繼續俾（畀）你地（哋）×落
去？」並加上「做少數派唔寸票必爭」、「反
對左（咗）當做左（咗）」、「唔見左（咗）人個
（嗰）幾個尊貴嘅議員諗住點問責」等
hashtag。嗰次中止待續缺席嘅議員，仲有
梁繼昌、李國麟，同埋「接住力」缺席嘅公民
黨郭家麒同陳淑莊。
「Chow Kent」都忿忿不平話︰「之前

中止待續，你『泛民』有4名議員沒有投
票，如何解釋？……正式投票點人頭。你
一定輸畀保皇黨，冇得講……中止待續唯
一的機會，『泛民』有4人沒有投票，註

（注）定敗局……」「Ken Chan」就無奈
表示︰「建制投贊成就預左（咗）架（㗎）
啦，但比較想知其他所謂『泛民』去左
（咗）邊……投佢地（哋）入去……點知
影都無埋。」 ■記者 甘瑜

「關鍵戇橋」又無影 網民追瘦「泛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
英今日（4日）下午將前赴深圳，與深圳市委書記
王偉中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
包括香港和深圳如何合作，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的共同發展。政府新聞處昨日發出新聞稿
指，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會陪同行政長官出
訪，梁振英並將於今天晚上返港。
據本報了解，特首梁振英對於粵港澳大灣區

事務極之上心，繼上月率團到大灣區內地城市考
察後，日前又透露將計劃在卸任特首前再組織兩
次大灣區考察團。
他表示，大灣區確實給香港很大的機遇，香

港與大灣區城市合作若要發揮到作用，不可以只
是政府去主導一切，一定要社會各界，尤其是工
商界、金融界、專業界、本地和外國的企業家一
起努力。

特首今赴深圳
商大灣區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新政」游
蕙禎、梁頌恆宣誓時辱國播「獨」，被取消就任議
員資格，引發九龍西及新界東須進行補選。有消
息稱，政府計劃於8月底安排補選。立法會前主
席、民建聯前主席曾鈺成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
時就表示，暫時未有計劃與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
俊，以及在特首選舉中落敗的前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聯合推薦人選參加立法會補選。但由於自己
是民建聯的成員，一定是支持民建聯的候選人。
而早前民建聯亦完成黨內初選活動，為方便
與其他建制派進行商討，直到目前為止，還未能
公佈人選。
「青政」游梁二人就被取消資格而提出的上
訴申請，終審法院安排在8月中開庭處理。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曾表示，當完成有關覆核案的所有
司法程序後，便會盡快展開補選安排，包括商借
場地等。早前有地區人士指，已收到消息，民政
事務總署已向選區內的學校商討借場地事宜。

曾鈺成：必挺黨友出戰補選

范徐麗泰昨日出席在紅磡香港體
育館舉行的佛誕活動時，被問

及反對派聲稱要在「剔除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前提下重啟政改
討論，范太回應時強調，重啟政改
的大前提，須得到特區政府與議會
內各方人士取得共識，在這種和諧
的政治環境下重啟政改，才可以令
香港的政制向前邁進。她表示，按
照她個人所理解，人大常委會並沒
有任何關於修改或廢除「8．31」決
定的聲音。

大框架不可改 應折衷妥協
范太指出，若反對派堅持己見，

「咁即係冇得傾，冇得傾那何必重
啟政改？只是浪費精力！」她說，
「可唔可以重啟政改，球正在反對
派這一邊，希望他們考慮乜嘢係可
能攞得到，乜嘢只係要求而唔會攞

到。任何政治談判都係一種折衷、妥
協，喺我聽到同接觸到嘅各方人士，
人大常委會係唔會改變『8．31』框
架，將來5年都唔會。」
范太又表示，「8．31」決定只是

一個大框架，當中尚有很多可能
性，大家還可以進行商討，希望反
對派能夠想一想，是否希望香港的
政制能夠向前走。她認為，「行兩
步總好過行一步，行一步好過行半
步，如果原地踏步，即係等於零。
反對派需要考慮唔好廢除或者修改
『8．31』決定先有得傾，如果唔
係，即係佢哋都唔係好想傾。」
她指，若反對派最終堅持要廢除

「8．31」決定框架，才可討論政改
議題的話，只會是浪費精力。
另外，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

早前出席基本法研討會時，曾提到
若利用「兩制」對抗甚至損害「一

國」，威脅國家安全，將會令「兩
制」無法繼續。而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饒戈平亦認為，若香港出現嚴重
危及國家主權安全的事件，不排除
中央作出必要的干預。對於兩位的
言論，范徐麗泰認為，與中央關係
密切的人不怕做「醜人」，事前說
清楚「港獨」是絕對不能推廣，將
底線劃得清清楚楚，避免損害香港
人的利益。

「港獨」害港 違基本法唔掂得
范太指出，「一國兩制」是香港

繁榮穩定基礎，國家領導人強調不
忘初心，基本法也說明香港是中國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在港宣揚「港
獨」是違反基本法，「係對香港有
毒嘅一劑方子，絕對唔可以去掂，
掂咗中毒，中毒之後就辛苦，辛苦
嘅係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不斷

「鼓吹」廢除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框架，重啟政改討論云。對此，全國人大常

委范徐麗泰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14年

8月31日，就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及

2016 年立法會選舉所作的決定，也即

「8．31」決定框架，在未來5年內，不可能

有任何的改動空間。她強調，如果反對派繼

續堅持須改動「8．31」決定框架後才能重啟

政改的話，「咁即係無得傾」，只會浪費精

力，兼對社會沒有任何好處。范太更指，

「港獨」損害港人利益，絕對不能推廣，又

形容「港獨」是一劑有毒的藥方，最終只會

令香港中毒、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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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過氣的李
柱銘不甘寂寞，
過段時間就要跑

出來刷一下存在感。最近他又忍不住「指
點江山」，自以為還是民主黨主席的他，
指責最近對反對派違法搞事分子的拘捕
「違反民主、無助團結」。他的言論其實
和其黨友胡志偉早前提出的「特赦論」如
出一轍，都是企圖為違法者開脫罪責，但

最終只能是癡人說夢。有了「特赦論」的
狼狽經驗，這次連反對派也不想捧李柱銘
的場。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在選舉結束時曾表示，

其首要工作是修補撕裂及解開鬱結，團結大
家向前。李柱銘趁機借題發揮，指責當局近
日拘捕「佔中三丑」等9人，是「打壓民
主、不利團結」。李柱銘言下之意，是不應
該拘捕這些違法犯罪分子，但他們如果是清

白無辜又怎會被捕？又有什麼好怕？反對派
現在一副氣急敗壞的樣子，一時提出「特
赦」，一時又說不利團結，可見他們心中有
多麼驚慌失措，因為他們知道，「出得來
行，遲早要還」。
李柱銘希望林鄭月娥放上述人等一馬，

充分暴露其目中無法，而他還是一個資深
大律師。在李柱銘眼中，放任上述人等才
是團結，否則就是撕裂，這實際上是將政

治凌駕法治。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修補撕裂絕不能以法治
來交換，任何人都必須為其違法行為負起
法律責任。「佔中三丑」曾說過願意承擔
法律後果，現在卻貪生怕死，害怕承擔法
律責任。
事實上，不搞團結搞分裂的就是反對派，

他們一天到晚製造事端，又不許法律追究他
們的責任，否則就是不團結，世上哪有這樣
的道理？反對派惡人先告狀，將社會撕裂的
責任推給別人，又何來團結的基礎？團結包
容，不是無底線、無條件的，不能為了修補
社會撕裂而放棄法治。反對派是撕裂社會的
始作俑者，首先要改弦更張，徹底放棄錯誤

思維，應該對違法行為埋單，並且回到「一
國兩制」、愛國愛港的正確道路，香港才有
團結的基礎。
李柱銘為了庇護違法分子，把英國「舊

老細」都搬出來當神主牌。他說， 中國人
無法如英國人般信任港人，是因為回歸
前，港英政府推行民主政制。這真是顛倒
是非黑白。英國人信任港人，為什麼不一
早推行民主，不讓港人一人一票選港督？
中央完全信任港人，本來今年就可以落實
普選，只是反對派橫加阻撓，剝奪全港市
民的普選權。
李柱銘歪曲歷史，胡言亂語，誰才是彌補

撕裂的最大障礙，不已一目了然？

李柱銘知法亂法 歪曲歷史胡言亂語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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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亂港之心不息 鼓吹「大策略」圖謀奪權

戴耀廷亂港之心不息，又在反對派喉
舌《蘋果日報》發表題為「香港民主運
動的大策略」的文章，聲稱反對派當前
的「大策略」是內外夾擊，先在區議會
取過半議席、再在立法會取過半議席，
最後奪下選委會500個以上的議席劍指
特首選舉，其目的是全面奪權。同時繼
續堅持體制外的街頭行動，及為進行更
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作好準備。這種所謂
「內外夾擊」的「大策略」，不讓香港
休養生息，聚焦發展經濟民生，企圖搞
亂香港在亂中全面奪權。其用心之險
惡，比起他過去策劃非法「佔中」有過
之而無不及。

「內外夾擊大策略」用心險惡

戴耀廷早先提出「風雲計劃」，提出
要在2019年區議會選舉中，將反對派
的議席由約100席大幅增加至300席以
上，藉此搶佔相關的117個選委席位，
為下一屆特首選舉再次「造王」作準
備。現在他進一步將「風雲計劃」改造
成「內外夾擊大策略」，以謀劃區議會
選舉劍指特首選舉，目的在全面奪權。
同時繼續堅持體制外的街頭行動，為二
次「佔中」作好準備。
戴耀廷是香港近年法治不彰、亂象

叢生的台前急先鋒之一，他一而再、
再而三策動亂港行動。在去年的立法
會選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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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還在今年特首選
舉中攪局，叫反對派選委按所謂「全
民投票」結果在特首選舉中投票。在
特首選舉中，戴要挾各特首候選人以
撤銷四名「瀆誓」議員的司法覆核來
交換特首提名，並搞「民投」企圖確
保反對派支持的人選成為民望最高的
特首候選人。現在戴又鼓吹「內外夾
擊大策略」，這些做法，都是明目張
膽的涉嫌違法行徑。

蒙蔽理智癡人說夢
戴耀廷聲稱，「大策略」要成功，關

鍵因素是反對力量須組成堅實聯盟，各

反對力量在保持其自治自主下，仍能在
選舉中達成最大的共識及最好的協調，
以產生最大的協同效應。這完全是癡人
說夢。從「風雲計劃」到「內外夾擊大
策略」，凸顯戴耀廷權力慾作祟，蒙蔽
理智。
區議會選舉是單議席單票制，在反對

派爭權奪利的傳統下，不是你輸就是我
贏，根本沒有什麼協調和聯盟可言。戴
耀廷所謂「反對力量須組成堅實聯
盟」，就是讓反對派大黨候選人參選實
現大吃小。過去反對派在區選的協調都
引起極大爭議，小黨拒絕參與所謂聯
盟，現在戴耀廷把自己當成反對派「盟
主」，幻想自己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其實沒有人聽他的，連反對派陣營
都話「唔係好妥佢成日搞事」，揶揄他
又「雷動」又「風雲」，奉勸他「唔好
再搞咁多嘢啦……」
戴耀廷捲入「黑金捐款」，暴露他

是黎智英「黑金政治」鏈條上的棋
子，受到金主賞識。但在特首選舉
中，戴耀廷搞「民投」企圖確保反對

派支持的人選成為民望最高的特首候
選人，讓反對派All in選票予他，但連
黎智英都擔心戴耀廷壞了「造王」大
計，責罵戴耀廷「無形中成了阿爺鎅
票陰謀的幫兇」。

當局須依法對戴耀廷作出嚴正處置
經過「雷動計劃」令傳統反對派怨聲

載道，再經過搞「民投」All In選票被
黎智英破口大罵，戴耀廷在反對派陣營
中的地位已江河日下，淪為笑柄和小
丑。但戴耀廷還要扮「盟主」，指示反
對派「內外夾擊」搞亂香港，極具諷刺
意味。
戴耀廷近年煽動違法亂港的惡行一樁

接一樁，但至今沒有承擔任何法律責
任，導致他不斷為反對派亂港出謀獻
計，唯恐天下不亂。他身為法律學者，
一再知法犯法，不斷煽動挑戰法治，干
擾公正選舉的行為，是香港近年法治不
彰、亂象叢生的禍首之一。當局必須依
法對其作出嚴正處置，不能再任由其逍
遙法外，禍港殃民。

非法「佔中」禍首戴耀廷鼓吹「內外夾擊」搞亂香港，「內」是要奪下選委會

500個以上的議席奪取特首之位，「外」是繼續堅持體制外的街頭行動，及為進

行更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作好準備。戴耀廷亂港之心不息，不讓香港休養生息，聚焦發展經濟民生。

他披着學者的外衣，肆無忌憚策動亂港行動，當局不能再姑息縱容，必須依法向他追究責任，否則

後患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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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派」恥笑
戇 橋 陣 前 逃
亡。 fb截圖

■■毛姨毛姨「「謝罪謝罪」」
被嘲被嘲。。 fbfb截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候任特首林鄭月
娥今早將會見傳媒，有報道引述消息指，據傳前
入境處處長陳國基將會出任林鄭月娥的候任特首
辦主任，將於會上作出交代。
據了解，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在記者會
上，宣佈由陳國基出任候任辦主任，他在7月1
日後，很大機會過渡成為特首辦主任。陳國基接
受查詢時表示沒有評論。
現年58歲的陳國基畢業於樹仁學院（今樹仁大
學）社會學系，1982年加入入境事務處，任職助
理入境事務主任，曾於1998年至2001年派駐北
京辦事處3年，2010年升為副處長，2011年獲
國務院任命為入境處處長，直至去年4月退休。
特首辦主任過去一般是由政務官出身的官員
擔任，報道指，陳國基善於與各界人士交際，在
內地與香港人脈亦廣，相信有助與負責港澳事務
的內地相關部門聯繫。

陳國基掌林鄭候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