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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新一屆政府成立

在即，除了管治班子的組成備受關注

外，行政會議的成員亦成為另一焦點。香港

文匯報記者獨家獲悉，行政會議15名非官方

成員中，既有政壇「大佬級」人馬，還有年

輕新晉，以做到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競選時所

說的吸納年輕政治人才，為管治班子帶來新

風氣。其中，民建聯「元老」葉國謙將繼續

留任，副主席張國鈞亦會加入。此外，鄉議

局主席劉業強將接替張學明在行政會議內的

位置，競選特首而辭任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亦會再次加入行會，與其他黨派一起加強

特區政府的政治聯盟。

據知情人士透露，林鄭月娥的施
政構想，是希望問責團隊中能

夠吸納一些年輕的從政人士，為管
治理念帶來新思維，以配合世界大
趨勢。同時，她亦希望有一些具經
驗的政治「元老」能夠坐鎮，以老
帶新，令施政更為順暢。

張國鈞曾助選 葉國謙歷練豐
是次民建聯將有兩人加入行會，

其中張國鈞曾為林鄭月娥助選，充
分發揮其競選知識，又是民建聯新
一代的領導層，加入行政會議，符
合上述理念，並有助增加年輕從政
者的政治閱歷及經驗。葉國謙則由
於擔任立法會建制派「班長」多
年，在建制派陣營內具有一定的地
位，再加上他是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對內地也相當熟悉，其豐富政

治歷練，是一份很珍貴的「政治資
產」，故獲邀繼續留任。

張學明患眼疾 劉業強接棒
知情人士還指出，劉業強從他的

父親劉皇發手中接任新界鄉議局主
席已有一段日子，工作已上軌道，
而張學明近年受到眼疾困擾，故由
劉業強接棒加入行會，讓鄉事意見
可以在行政會議內表達。

任志剛湯家驊亦獲邀
此外，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和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亦獲
邀。作為資深大律師的湯家驊，除
發揮其法律角色之外，其「泛民」
背景，更可令林鄭月娥的新政府吸
納更多聲音。
仍然留任的行政會議成員則包括

工聯會鄭耀棠、經民聯林健鋒、自
由黨張宇人、建制派召集人廖長
江，加上葉劉淑儀的再次加入，預
料可加強特區政府的政治聯盟。
消息指，至於將會離任的行會成

員，除了張學明外，還有現任行會
召集人林煥光，及廖長城、胡紅
玉、張志剛。

民記兩傑料入行會

反對派促「重啟政改」動議被否決

特朗普輕率狂
妄，反口覆舌，
在國內被各個派

系圍攻，搞得焦頭爛額，美國的盟友對特朗普
也很反感。許多國際輿論都說，特朗普不想承
擔美國的義務和責任，但又想做「老大」，把
美國的國際形象都輪光了。但是，《蘋果日
報》黎智英「眾人皆醉我獨醒」，認為奴才若

在老闆最落魄的時候，為老闆唱贊歌，把老闆
的失敗說成是勝利，讓老闆得到心靈安慰，那
麼老闆一定會記得自己的功勞，他（黎智英）
就可以永遠做美國在香港的代理人，穩居香港
反對派盟主的地位。於是，黎智英出力「擦
鞋」，把特朗普深陷內外交困，亦照美化為
「形勢大好」，極盡獻媚效忠之能，對特朗普
肉麻吹捧，令人反胃。

特朗普出訪歐洲，在G7會議上和德法等
國家首腦弄得不歡而散，又公開宣佈美國將
和英國建立自由貿易區，拉攏英國脫歐，企
圖搞散歐盟；又要求北約國家增加軍費，向
美國交「保護費」；又指德國接受難民「完
全是災難」，落德國總理默克爾的面，更影
響德國選情。結果，美歐關係雪上加霜，默
克爾明言，「今後很難再倚靠美國」。與此

同時，特朗普通俄事件越鬧越大，被美國傳
媒、國會窮追不捨。
黎智英看到特朗普形勢不妙，立即撲了出

來，親自撰寫題為《英美自由貿易聯盟》的
文章，極力為英美結成「自由貿易聯盟」唱
贊歌，並大罵歐洲各國「高傲到不省人
事」，「食古不化」，「欺負特朗普」。黎
智英極力為特朗普「洗底」，說他不是搞保
護主義，「不反對自由貿易」，而是「反對
美國在貿易方面被別的國家佔盡便宜」而
已；黎智英還說，「特朗普可以透過與英國
合作令歐盟超脫意識和體制的混亂，這不僅
可讓歐盟洗脫頹氣，也可以使美國重振聲
威」。這一番擦鞋論，違反事實，令人作

嘔。
黎智英對特朗普肉麻吹捧，真正用意是向

特朗普博好感、表忠心，保住自己成為美英
在香港首席代理人的地位，繼續獲得美國源
源不絕的「大水喉射住」，繼續做反對派
「龍頭大哥」，發號施令，耀武揚威。
不過，拍馬屁隨時會拍到馬腳。黎智英曾
經大讚特朗普接了蔡英文的電話，顯示美國
「不承認」「一中」云云，結果很快就被特
朗普「打臉」。中美關係無轉差，反變好，
特朗普公開表明，以後不會再接蔡英文電
話。最近又傳出，美國連出售武器給台灣也
要推後。形勢比人強，黎智英做漢奸，吹捧
特朗普，自取其辱。

黎智英對特朗普獻媚吹捧令人反胃
徐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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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要求重啟政改旨在製造話題撕裂社會

提出議案的公民黨郭家麒表示，人
大「8．31」決定導致香港深層次矛
盾，促請下任特首尋求人大常委會撤
銷「8．31」決定，讓港人以「公民提
名」、經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及立法會。

要有合適環境及條件才能重啟政改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重申，
政改必須要依法進行，要依照香港特區
的憲制秩序及相關的憲制文件，特別是
基本法及相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和決定去進行，任何人背離這個法律框
架都不可能成事。
譚志源指出，郭家麒的原動議及黃碧

雲的修訂動議都有提到「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其實，這不過是「佔

中」期間反對派提出的口號，但無論是
基本法還是人大決定，都找不出「公民
提名」、「政黨提名」的影子，二者漠
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
候任特首林鄭月娥5月4日介紹委任
前入境處處長陳國基出任候任特首辦
主任時，被問及重啟政改的問題，林
鄭指出，明白到市民追求更民主政制
的訴求，但也要有合適環境及條件才
能重新啟動，這已經證明是社會引起
非常大爭議性課題，如果重新啟動政
改，也要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定下的規
定去做。
政改必須堅持人大「8．31」決定為
基 礎 ， 反 對 派 就 是 要 推 翻 人 大
「8．31」決定重啟政改，這是以新話
題吸取媒體關注、自製政治光環，謀取

政治利益。反對派一方面聲稱修補撕
裂，一方面又製造話題企圖撕裂社會。
香港經歷兩年多的討論、爭議甚至

騷亂，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之後，特
區政府已提出合乎基本法和人大
「8．31」決定的最好普選方案，卻在
2015年被反對派否決，令中央、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為香港普選所付出的
努力和心血付諸東流，反對派成為扼
殺香港普選的歷史罪人。顯然，現在
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找不到任何
重啟政改的理由。

香港還有多少機會可以被浪費？
長期以來香港政改的爭拗一直沒有間

斷，耗費了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太多時
間精力和社會資源，損害香港的長遠經

濟發展，導致香港與鄰近地區如新加坡
的差距越來越大。反對派現在提出重啟
政改，意圖在香港掀起新一輪政爭，進
一步撕裂社會，挑撥中央和港人的矛
盾，將政制問題的爭議長期化，令香港
陷於政制爭拗不能自拔。
目前急需解決大量經濟民生問題，廣

大市民都期望社會能夠擺脫政爭的泥
沼，聚焦於經濟民生之上，重回發展正
軌，重拾競爭力。反對派提出重啟政
改，只會使香港繼續錯失機遇，蹉跎歲
月，但香港還有多少時間和機會可以被
不斷浪費？
現在不是重啟政改的時機，而是要集

中精力發展經濟民生，避免新政爭。香
港急需解決大量經濟民生問題，廣大市
民都期望社會能夠擺脫政爭的泥沼，聚
焦於經濟民生之上，重回發展正軌，重
拾競爭力。反對派出於政治目的提出重
啟政改，企圖使香港社會與團結包容聚
力經濟民生漸行漸遠，對此市民應該明
加辨析，堅決反對。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紀念

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的講
話中指出，要充分利用基本法提供的制
度優勢與便利條件，使香港更好地發揮
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在參與、融
入國家進步和民族復興的偉大進程中創
造新的輝煌。香港既能借助「一國」的
強大後盾，又擁有「兩制」的特色差
異，可以更好地與內地進行互補合作，
更便利地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推動各項
事業的全面進步。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才能修補撕裂
中央希望香港「團結包容、勠力同

心」，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做出
實實在在的成績。下任行政長官林鄭上
任首要工作當然是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這是中央和港人的共同期望，也是
促和諧、補撕裂的必要之舉。香港要搶
抓機遇，積極對接「一帶一路」戰略和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用好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集中精力搞建設，促進
經濟，改善民生，這樣才能真正修補社
會撕裂。

立法會昨天否決促請下任行政長官重啟政改的動議。現在不是重啟政改的時機，

而是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民生，避免新的政爭。反對派要求重啟政改，說明反對派

為了政治利益，不惜再次撕裂社會，與市民的願望和利益背道而馳。下任行政長官林鄭上任首要工作

當然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是中央和港人的共同期望，也是促和諧、補撕裂的必要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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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總要犯
相同的錯誤？現
時不少市民已是

精明監督者，邊個議員有無投票都一清
二楚。繼早前「關鍵一席」公民黨黨魁
楊岳橋等人冇投票俾網民鬧爆，噚日立
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啟德體育園撥
款，最終以18票贊成、17票反對通
過，冇去投票嘅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
就率先自行引爆，喺facebook貼文︰
「今早於立法會工務小組會議遲到，錯
過表決反對啟德體育園撥款，我萬分抱
歉，日後不會再犯同樣錯誤。」不過，
自從投咗票畀反對派、就俾人多次賣豬
仔嘅網民當然唔收貨，留言話︰「上年
投你一票，我萬分抱歉，日後不會再犯
同樣錯誤。」

網民：「十幾萬人工仲學人遲到？」
莫乃光個post底下仲有好多人留言表
達不滿。「Fung Kwan Yin」就反問︰
「十幾萬人工仲學人遲到？」「Pat-
rick Yu」亦問︰「投左（咗）票比
（畀）你地（哋）所謂『泛民主派人
士』有乜用？」
「Tomy Ho」就話︰「次次都係你
地（哋）黨（『專業議政』），想點×
樣啊？」
「Uri Leung」開火謂︰「 一句抱歉

其實有乜用？反而想知之後再犯係咪
辭職？不過都唔緊要啦香港人都繼續
信你地（哋）既（嘅）都會繼續比
（畀）票你地（哋）。」
「Gary Law」就話︰「不要分那麼

細，反正投票時就關鍵一票，但立法
會投票就永遠都爭你哋所謂嘅關鍵一
票，年復年……永遠旨意『飯（泛）
民』就死硬加屍骨無存。」
有網民留言叫佢辭職，「Edmond

Chui」 就 冷 靜 表 示 ︰ 「 無 嘢 既
（嘅），還返300幾億俾（畀）香港
人咪無數囉。」

黃碧雲尹兆堅亦缺席
不過，莫乃光並不孤獨，陪佢缺席嘅仲有民主黨

黃碧雲同尹兆堅，雖然佢哋冇自我引爆，但網民都
記得佢哋。「Edward Kong」一視同仁批評︰「點
可能喺咁重要時刻會犯呢D（啲）低級錯誤？三個
民主派議員都要負責。」「Kelvin Chan」就質
問︰「黃碧雲……你除左（咗）最叻驗水之外有乜
用？啟德係你既（嘅）選區，連跟你選區有關既
（嘅）會都唔去開，咁選你做乜？當打牌戥腳
呀？」「Tim Tong」就揶揄民主黨謂︰「建制b
隊做實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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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家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議員兩年前綑綁式否決政改，令全港市
民喪失「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機會。
他們昨日在立法會提出下任特首應尋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8．31」決定，以
「重啟政改」，讓港人以「公民提名」
方式普選特首。建制派議員一致表明反
對議案，批評反對派只是老調重彈，只
是想借「重啟政改」之名洗脫「普選殺
手」的污名，並指出他們要求「公民提
名」的所謂「底線」明明可以退讓，故
倘在此時仍要求在否決人大「8．31」決
定下重啟政改、不肯按基本法處理，只
會是重蹈覆轍、「惡性循環」。議案最
終在分組點票中，大多數議員均反對的
情況下被否決。
立法會昨日辯論促請下任行政長官
「重啟政改」的動議。提出議案的公民
黨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聲稱，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導致香港深層次矛
盾，促請下任特首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
撤銷「8．31」決定，讓港人以「公民提

名」、經「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
官及立法會。

劉業強：再引發內訌有何益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劉業強表示，反對
派是只顧眼前的政治利益，寸步不讓地
要求中央政府接受他們口中所謂的「真
普選」，兩年前否決政改，將市民普選
特首的希望白白斷送，令香港政制發展
原地踏步。他並認為，香港社會近年泛
政治化問題嚴重，令到不少經濟民生政
策難以落實，市民對此均感厭倦，「要
知道沒有審時度勢、沒有社會共識的情
形下貿然重啟政改，是等同於重啟政治
爭拗、重啟社會撕裂、重蹈幾年來的覆
轍，甚至引發新一輪的內訌，這對社會
和諧有什麼益處呢？」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則笑指，郭

家麒提出的「重啟政改」雖不知何時促
成，但他卻已「成功爭取」重啟辯論此
議題，「本來這應是3月30號討論的題
目，不過當日因為郭家麒遲到，你這一

幕『等埋郭家麒』的鬧劇，最終令到當
日立法會大會流會，究竟作為議案提議
人都遲到，他有多着緊這個議案呢？」
他並表示，反對派提出的所謂撤銷人

大「8．31」決定，是他們兩年前否決政
改時所「死抱不放」、但其實可以改變
的「底線」：「兩個月前的特首選舉，
包括公民黨在內的反對派幫我們上了一
課，他們在選舉中揀了一名對政改立場
與今日提出議案可謂是南轅北轍、背道
而馳的候選人。反對派令到我們明白這

些原則、底線都是可以讓步的。」

梁志祥：應依法踏實推政改
另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則表

示，中央對香港政改有權有責，責成反
對派不要將市民希望「一人一票」的期
望，作為對抗中央的政治籌碼，應按香
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踏實推動政改。
動議在分組點票中，以功能團體10票贊
成、20票反對；地方選區16票贊成、16票
反對，最終在大多數議員反對下遭否決。

■莫乃光在facebook貼文，為遲到道歉，被網民
狠批。 fb圖片

■劉業強 資料圖片 ■劉國勳 資料圖片 ■梁志祥 資料圖片

■葉國謙
資料圖片

■張國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