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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黨四賤招 唱衰「一地兩檢」
要諮詢卻逆民意 亂噏違法煽恐 偏頗片段歪曲事實

網民鬧爆訟黨盲反犯賤
Ken Chan︰反中反到上腦，在今天，市
民不易被騙了，不像選舉，青年大量被塗
（荼）毒，……涼瓜（梁家傑），咁嘅言
論，一句KO你，廿年前解放軍已操入
來，相安無事，「佔中」79日，金鐘軍營
未見出來招呼你，現租一層樓做出入境，
就當自殺，完全痴夾瘋，講個（嗰）個連
自己都唔信吖。

譚志光︰到時真係行「一地两（兩）檢」
（嘅）時候。你是否真係自盡？

Iris Yip︰講到明「為反而反」，正無恥
下流嘅政棍。

郭靚旦︰吳靄儀你去實地過關（去落馬洲
關口）體驗過關之後才發表言論。

Hui Vincent︰機場又有否人「無意間入
了跑道」？

Ho Ho︰既然律政司已表示「一地兩檢」
香港法律和內地法律理據充足，根本就沒
有質疑之條件……而且「泛民」亦承認要
挑戰有關理據很困難。即是他們亦默認此
事法律無從質疑……可笑的是仍有人用基
本法18條企圖作抗衡。大前題（提）是
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分）。香港之權力由
中央授予，是中國轄下一個小特區而已。
這是事實……

Peter Cheung︰班大狀都好慘，班高貴
的大狀為咗政治，佢地（哋）搞到自己講
嘢語無論（倫）次，乜嘢形象都冇哂
（晒），你估佢地唔知咩？

資料來源︰facebook留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甘瑜

「市民有市民支持，我可以反對」
反對派一直以「無公眾諮詢」去攻擊政府的

「一地兩檢」方案，又聲稱政府須進行有關諮
詢，企圖藉此拖慢實施「一地兩檢」的時間。不
過，接二連三都有民調顯示香港主流社會都支持
「一地兩檢」安排，由一面倒支持的網上民調、
政黨針對各自支持團體的調查，至《明報》委託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相關訪問，都顯示
民意站在支持「一地兩檢」的一方。
不過，陳淑莊早前被追問到民意若是支持「一

地兩檢」，公民黨方面會否調整自己的取態時，
她先是推說「有先算啦」，之後才說「市民支持
便支持，我可以繼續反對。」明顯就是借民意去
刁難政府，但又不肯聆聽民意，被市民廣泛質疑
「那諮詢有什麼用？」

老屈「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
公民黨為反「一地兩檢」全軍出擊，連「元老

級」的吳靄儀近日亦四出受訪，聲稱內地法律不
能在香港實施，有關做法違反了基本法第十八條
的規定云云。此外，她更散佈駭人言論，稱「有
人要將你放在西九附近，你已經沒有保障了」、
「你身處這個地方，沒有人可以救你出來」等。
不過，特區政府方面已多番強調，「一地兩
檢」的安排具法理基礎，由於內地口岸區是租給
內地有關部門執法，變相不屬香港司法範圍，故
並無違反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指
出，乘客要經過實名購票、查票、香港出境及清
關等一層層關卡才能進入，是否進入「內地口岸

區」的主導權全在乘客手中，不會不經意走了進
去。她並不點名批評，有資深法律界人士聲稱接
近西九高鐵站範圍會被內地執法人員抓走，有關
說法是「匪夷所思」、「普通人都唔會講」。

用「自盡」形容散播恐慌
梁家傑早前為了唱衰「一地兩檢」安排，在旺
角鬧市開講，聲稱「一地兩檢」猶如香港市民向
中央爭取「自盡」的權利，又謂「將來香港的司
法權可以變得越來越小」云云。
不過，不同法律界人士都指出，「一地兩檢」
安排是增加了香港的權力，而非削權，再加上當
中有6個範疇保留由香港法律管轄，包括施工建
設、保險、維修保養、消防標準等，較深圳灣的
「一地兩檢」模式更加照顧香港。另有不少法律
界人士指出，有關安排須有香港的同意，反映了
香港的高度自治，並非可隨意實施。

拍片偏頗比較 再踩正面意見
「機師豪」譚文豪早前扮專家去拍所謂「實
測」片段，卻偏頗地比較由深圳搭和諧號直達廣
州東站，與在福田搭高鐵到廣州南站再轉車廣州
東站，哪一個更快，最後「成功證實」和諧號比
高鐵更好，言論是高鐵搵笨，結果被不少網民恥
笑他「自己搭錯車，走去鬧人」。
機師豪更剪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體驗搭
高鐵及介紹廣州遊玩的片段，再加上其他揶揄的
片段，老屈何啟明「偷偷地返市區唔出聲」、聲
稱他「行錯路」、「硬銷」，但卻無視搭和諧號
回到西九要4個多小時的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雖然「一地兩檢」獲得香港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並認為這樣是便民及最能發揮高鐵效益的措施，但反對派依然出盡全力反對有關

安排，誓要向市民唱衰「一地兩檢」。公民黨在踩低「一地兩檢」方面亦「不遺

餘力」，核心人物陳淑莊、吳靄儀、梁家傑和譚文豪，四人四賤招批評「一地兩

檢」和高鐵，包括聲稱要諮詢公眾又不理會民意、老屈「一地兩檢」違反香港基

本法、抹黑「一地兩檢」是向中央取得「自盡」權力以散播恐慌，以及拍片做偏

頗比較又踩低正面短片，企圖影響公眾觀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法律
問題是討論「一地兩檢」時其中一個
焦點。反對派「一地兩檢」關注組成
員、公民黨主席梁家傑此前邀請支持
有關安排的「法律界一地兩檢聯席」
公開辯論「一地兩檢」。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聯席」牽頭

人梁美芬表示接受，並會進一步與對
方商討辯論的形式和時間。
梁家傑前日下午去信梁美芬，邀請

「法律界一地兩檢聯席」和「關注
組」同場辯論，晚上接獲梁美芬的回
覆，指她即將離港，到9月才返港。她
會諮詢「聯席」其他成員，稍後再回

覆。
昨日，梁美芬書面回覆梁家傑，指

「一地兩檢」是重大的民生政策，她
明白法律界有不同的意見，並歡迎更
多有關的討論，互相切磋意見。
梁美芬續指，「聯席」希望是次討

論不局限於一場辯論，而是希望雙方
在法律議題上有深入的探討，有足夠
時間令各方可客觀、清楚向市民解說
對「一地兩檢」的看法，「聯席」會
就此進一步與「關注組」商討舉行時
間及所採取的形式。
由於梁美芬稍後會離港，雙方可能

會待９月才有機會「對陣」。

梁美芬接「戰書」或下月「對陣」

為了抹黑「一
地兩檢」，反對

派可以去到幾盡？一直借香港電台節
目《頭條新聞》抹黑特區以至中央政
府的吳志森，近日聲稱接獲「『民建
聯』打嚟」的音頻電話，進行「一地
兩檢」民意調查，稱自己在選擇了不
贊成有關安排後即被掛線，聲稱民調
「造假」。民建聯澄清吳提到的民調

並非民建聯所做，更譴責所
有盜用民建聯名義的抹黑行
為。
吳志森近日在《明報》撰

文聲稱，他早前接獲「民建
聯」的錄音電話訪問，問題
與民建聯4月時做的調查
「相同」，惟他回答不贊成
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實施
「一地兩檢」後，該錄音便
稱「你的回應有錯誤」即掛
線，又聲言自己的遭遇「並

非個別事件」，質疑有人「造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回應稱，

他在觀看吳志森公開事件的YouTube
片段後，發現對方引述的民調，與民
建聯做的民調問題有出入，開場白亦
不一樣，而該黨民調系統絕對沒有
「錯誤」等設定，不排除有人以民建
聯的名義做假民調再抹黑該黨。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吳志森抹黑民調 陳恒鑌舉證澄清
除了公民黨，民主黨在反對
「一地兩檢」安排上亦是出盡
全力。民主黨前日在facebook

發佈一段短片，聲稱要向大家「拆解」特區政府
的「一地兩檢」方案如何「違反」香港基本法。
短片中聲稱，西九高鐵站是香港地界範疇之內，
不能交給內地、行內地法律。不過，有網民就一
針見血回覆說︰「這租賃方案和涂生（涂謹申）
的說法一樣，點解唔搵涂生向你們解釋下？」

網民摑鴿：叫涂生解釋下
民主黨聲稱，用基本法第二十條讓中央授予香
港特區更多權力是「凌駕」其他條文，日後整本
基本法「都唔使要」云云。民主黨再度危言聳
聽，但網民很快就記起涂謹申之前亦作出相同建
議。「Edith Ho」就問︰「這租賃方案和涂生的
說法一樣，點解唔搵涂生向你們解釋下？」
「岑心心」則直言︰「唔好再口號式盲反啦！

如果真係咁明顯違反基本法就擺上法庭搞啦！駛
（使）乜喺度咁勞氣呀？喺度成日嘈用意何在
呢？」

民主黨又貼出另一段較早前發佈的短片稱︰
「其他地方的『一地兩檢』係唔會『強逼』
（迫）喺某個地方實行第二個地方既（嘅）法
律。」「Eric Law」直接打臉謂︰「咁又有邊個
國家行『一國兩制』呀？唔好輸打贏要好唔
好？」「Edward Tam」更氣憤謂︰「你班垃圾人
渣自己唔答（搭）車上大陸（內地）就唔俾
（畀）我地（哋）無辜市民用『一地兩檢』！」

涂生認無違法 仆直揦返揸沙
自己早前講了真話而被抽秤，涂謹申前日嘗試
解話，但再一次證明「一地兩檢」不違基本法。
他聲稱，自己當時提出有關建議，是「從『法律
技術』層面去檢視這方案可不違反基本法，也只
是我提出眾多方案中的其中一個，並不是我特別
建議或喜歡這方案，我甚至曾預告這方案有很大
政治爭議，因港人對中央缺乏信心。」「梁浪
星」就回覆說︰「死撐係民主黨特色。」

陳健波批「踏兩船」煽恐慌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前日就在fb發佈短片，

點名涂謹申說法前後矛盾，質疑反對派對「一地兩
檢」為何可以「一時一樣」，並質疑律師的訓練就
是要既能代表正方，也能代表反方，批評反對派不
應以「法律理由」去製造恐慌，「企喺邊邊都要講
到似層層，普通市民根本好難判斷。」
他續說，很多反對「一地兩檢」的人都是回不

了或不想回內地，並非高鐵用家，「但如果佢自
己唔想搭，又搞到其他人冇得搭，搞到將來老人
家要將行李搬上搬落，我覺得係好自私。」他並
在帖中加上「個個都反對」、「唔通個個都想反
對咩」等標籤。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鴿黨話「租賃」違法 涂謹申自打嘴巴

■陳淑莊早前被
追問到民意若是
支持「 一地兩
檢」，訟黨是否
會聽民意，結果
佢咿咿哦哦一
輪，爆出「我可
以繼續反對」。
「港人港地」

片段截圖

■■民記發聲明民記發聲明
澄清澄清。。 fbfb截圖截圖

■■民主黨又製民主黨又製
作短片聲稱作短片聲稱
「「一地兩檢一地兩檢」」違違
反基本法反基本法。。
民主黨短片民主黨短片

截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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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13個商會及酒店業2個商會昨天聯合舉辦
支持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簡介會，600多名業內
人士出席，大家一致認為「一地兩檢」有利於高鐵
發揮最大效益，能為旅遊業界帶來更多發展動
力。綜觀近來圍繞「一地兩檢」的民意取態，無
論是面向全港的民調，或者是各個界別舉行的會
議，均是大比數支持，顯示這個方案已經得到了
香港主流民意和各界別的全面認同。反對派如果
依然逆民意而動，繼續抹黑及反對，必將被滔滔
民意大潮淘汰。

近日，「一地兩檢」成為香港社會的熱門話題，
多個民調都顯示，多數市民支持「一地兩檢」，有
數萬人參與的網上調查顯示90%以上的受訪者支
持；香港大學民研計劃進行的民調，支持者也超過
一半；有政黨做的調查亦發現超過60%受訪者支
持，至於工商、專業和青年界別以及主要社團中，
支持率更接近百分之百。昨天旅遊業和酒店業聯合
舉辦的支持「一地兩檢」方案簡介會中，與會者一
致認為，「一地兩檢」方案有利於香港旅遊業的發
展，屆時會有更多的香港市民和內地遊客利用高
鐵，令到兩地人員往來更為順暢快捷。未來高鐵將
作為航空交通的重要補充，一方面讓香港市民進出
內地更為便捷，另一方面也可為香港帶來更多遊
客，對香港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

面對如此清晰的民意取態，反對派人士卻視而不
見，依然在攻擊抹黑「一地兩檢」。梁家傑昨在某
報專欄上發表文章，繼續用誇張的語言來恐嚇市
民，他聲稱市民一旦在「內地口岸區」遇上糾紛、
惹上官非，求助對象不是香港警方，而是只能向內

地報官，將會出現冤假錯案云云。這些說詞完全是
罔顧事實和法理。首先，內地實行依法治國，出現
冤假錯案的幾率已經少之又少；其次，進入「內地
口岸區」的市民，都是計劃坐高鐵進入內地的，自
然有心理準備要遵守內地的法律制度，如果遇到需
要以法律來解決的問題，自然是要按照內地的制度
和規則來處理，向內地有關部門報告又有什麼問題
呢？梁家傑無視事實和法理，也不顧幾乎是一面倒
支持「一地兩檢」的民意，依然頑固堅持其反對立
場，只能說明其完全不尊重事實，也不尊重民意。

反對派過去經常聲稱自己是民意的代表，還指責
別人不尊重民意。但是，他們抹黑和攻擊「一地兩
檢」的行為，就暴露出他們過去所說的話，不過是
為了騙取民意的花言巧語。對他們來說，民意只是
一種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工具，對他們有好處時，可
以拿過來用一用；若民意對其不利時，他們就會將
民意拋諸腦後。廣大市民要看清楚反對派的本質，
不要被其抹黑、恐嚇之言所誤導。

「一地兩檢」有利香港經濟發展，對社會民生都
有着重大意義，而且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這一點在香港社會已經達成高度共識，形成了一股
不可阻擋的民意潮流。反對派應順應民意，改弦更
張，放棄盲目反對的立場，與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
一起，就「一地兩檢」的具體方案進行有建設性的
討論，以客觀、務實和理性的方式提出意見，讓方
案更為周密完備並盡快通過本地立法，完成「三步
走」的程序，讓高鐵項目早日造福香港。如果還是
冥頑不化，繼續為反而反，不僅有損香港社會根本
利益，而且最終將被主流民意拋棄。

「一地兩檢」廣獲支持 反對派應尊重主流民意
公屋輪候時間重返高峰。房委會昨日公佈

最新的公屋輪候時間，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
4.7年，重上去年年底的高位。基層市民無奈
忍受長期輪候上樓之苦，問題在於公屋供應
不足。開拓土地、增加建屋固然是治本之
策，但遠水難救近火，短期應完善公屋流轉
政策，推動政府與民間合作，以新思維推出
更多紓困措施，多管齊下幫助輪候公屋的市
民盡早上樓。

最新數字顯示，公屋申請總數高達27.8萬
宗，較上一季度上升1900宗，但本年度可供
編配的公屋單位卻下跌 25%，只有 25000
個。此消彼長，公屋輪候時間必然越來越
長，較悲觀的預測認為，輪候時間將超過5
年。雖然政府一直努力覓地建屋，滿足市民
訴求，但由成功覓地到房屋落成起碼要七八
年時間，更何況覓地建屋屢遭阻力，難以在
短期內大幅縮短公屋輪候時間。因此，政府
應考慮改善公屋政策，推出更多短期紓困措
施，緩解輪候壓力。

首先，當局應收緊公屋富戶政策，加快公屋
流轉。房委會資料顯示，截至去年中，全港約
有2.6萬個公屋富戶，如果這些富戶都交還公
屋，輪候冊上近一成申請者可以立即上樓。由
於過往富戶政策太寬鬆，平均每年僅能收回約
230個單位，公屋流轉速度遲緩。一方面公屋
被富戶長期霸用，另一方面真正有需要的人長
期等上樓、捱貴租、住劏房，不公平不合理。
房委會去年底已經通過將公屋富戶政策由「雙

軌制」變為「單軌制」，規定只要收入超過入
息限額5倍或資產超過入息上限100倍，又或
者擁有住宅物業，都要被「叮走」，目的就是
讓有能力重回私樓市場的富戶交還公屋，切實
照顧真正有需要的人。房委會須嚴格落實公屋
富戶新政，確保公屋資源用得其所。

其次，是為輪候公屋的市民推出短期紓困措
施。運房局局長陳帆上任以來曾探訪劏房戶，
研究推出「良心劏房」計劃。陳帆昨日表示，
已經有發展商提供空置房屋，亦有熱心的基金
提供財政支援，希望年尾可以推出幾百個「良
心劏房」單位。

政府能夠以新思維、新辦法應對房屋問題，
值得支持。但是幾百個單位，不足27.8萬宗公
屋申請宗數的0.5%，只是杯水車薪。有建議
認為，可恢復關愛基金的「N無津貼」，給非
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提供一次過的生活
津貼，減輕生活壓力，適當改善居住環境。很
多「N無人士」就是輪候公屋的市民，有關建
議值得政府積極考慮。

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最根本的途徑是增加
公屋供應，這離不開開發新界土地、利用郊
野公園邊陲、填海等方法，對此社會上有不
同意見，而且容易被政治化，大規模覓地建
屋的挑戰不可低估。但是，大建廣廈千萬
間，關乎20多萬公屋輪候戶的利益，政府應
迎難而上，努力開拓土地，社會各界亦應以
市民利益為重，協助政府覓地建屋，減輕市
民等候上樓之苦。

推出短期紓困措施 緩解輪候公屋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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