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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一地兩
檢」方案經過兩
個多月的討論，

終於去到「埋牙」階段，政府預告將在本月
25日提出無約束力議案，爭取立法會支持
「一地兩檢」安排。對於政府就「一地兩
檢」提出無約束力議案，反映了兩個情況：
一是顯示對立法會的尊重。原則上，向立法
會提出議案，並非現時「一地兩檢」「三步
走」方案的必須步驟，亦沒有法律上要求，
政府此舉等於是在向中央提出方案之前，先
經過立法會的辯論和表決，在凝聚共識之後

再展開「三步走」步驟，這是尊重立法會的
表現。
二是反映政府對於現時「一地兩檢」方案

有信心，相信會得到大多數議員的支持，也
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如果政府不是成竹在
胸，也不會貿然節外生枝。現在主動在立法
會提出議案，正說明方案得到市民支持，議
員也會遵從民意支持方案。
特區政府主動出招釋出善意，但反對派卻

反咬一口，民主黨涂謹申指，「林鄭的做法是
想殺掉民間的集合、聚合力量，不給予市民空
間思考一下，到底要法治定要便利」云云。而

「『一地兩檢』關注組」亦攻擊稱政府「不尊
重民意」。原來，將議案交由立法會表決，就
是不尊重民意，反對派的邏輯實在是莫名其
妙。而兩個多月的討論時間，長達幾年的醞
釀，民間討論竟然還不足夠，反對派的拖延理
由根本不值一提，不過是為反而反。反對派表
面上擺出強硬姿態，但其實他們現正處於拉布
無能力盲反無市場的困境。
拉布無能力，原因是根據《議事規則》，

政府議案只須在席過半數議員贊成即能通
過，無須分組點票。而不論有多少議員提出
「修正案」，一般都是合併一次過辯論。而

且，到投票時亦會先表決政府的原議案，一
旦原議案通過後便無須表決議員修正案。換
言之，即便反對派要拉布，也沒有能力阻礙
議案的表決。只要建制派議員緊守崗位，反
對派除了繼續對「一地兩檢」作出種種上綱
上線的攻擊之外，其他什麼事也做不到。反
對派威脅拉布不過是自欺欺人。
更重要的是，盲反「一地兩檢」在社會上

沒有市場。經過兩個多月的輿論戰，反對派
都未能扭轉支持「一地兩檢」的主流民意，
早前提出的所謂反建議，在內地部分關口進
行「一地兩檢」，更是毫無可行性，完全抹
殺高鐵的便捷優勢，在社會上一點回響都沒
有。這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反對派根本提
不出一個勝過現時「一地兩檢」的方案，也
間接證明現時的已是最好方案。反對派既提
不出可行建議，又拒絕支持原有方案，結果

只能繼續盲反，繼續散播各種不邊際的政
治恐嚇論，在輿論戰中胡亂出招。
但問題是，反對派是否要將整個高鐵推倒

重來？這樣等於將幾百億元的公帑倒落海，
更令香港自絕於內地的高鐵網，誰都知道不
可能得到市民支持。但反對派一方面不認同
現有方案，但又沒有更好建議，一味拆台攪
局，只會暴露其不堪，更加引起市民反感，
在民意戰上一敗塗地。
反對派現時在「一地兩檢」戰役上已處於

進退維谷的境地，全面發難沒有理據，重新
支持政府方案面子又放不下，拉布沒有空
間，開戰沒有市埸，戰亦難退亦不易，這正
正反映了反對派近期的低潮和困境。社情民
意厭倦對立，期望政黨政客多做實事，但反
對派卻要死抱老黃曆不放，與民意脫節，與
社會利益對立，失敗是意料中事。

反對派拉布無能力盲反無市場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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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鼓吹「重啟政改」的司馬昭之心

《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誣稱，「林
鄭最敗筆，最缺乏誠意的是上任到現在
都不敢、不願面對政改及民主化的訴
求，總是以時機不對，缺乏條件為藉口
左閃右避，不肯作任何承諾」。又聲
稱，「林鄭月娥若真的想為社會解決鬱
結，打破當前分裂、對峙政治僵局，唯
一的方法是重啟政改」云云。作為反對
派的喉舌，該報拋出這樣的言論，把反
對派目前的企圖暴露無遺，就是借所謂
「重啟政改」來挑起社會矛盾，製造新
的社會撕裂，干擾香港社會發展的大方
向。

目前找不到任何重啟政改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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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出
合乎基本法和香港實際的最好普選方

案，卻被反對派否決。顯然，現在乃至
未來一段時期，都找不到任何重啟政改
的理由。
林鄭月娥今年2月27日公佈的完整競

選政綱強調，政改議題極具爭議，不能
貿然行事，必須先凝聚共識。今年7
月，林鄭在立法會答問大會回應民主黨
議員涂謹申提問時明確指出，現時非重
啟政改時機，強調她說自己是第一責任
人，是指要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香
港開拓新景象：「如果我按你（涂謹
申）嘅要求馬上重啟政改，於是又嚴重
內耗、於是社會又爭拗、於是經濟又停
滯不前、民生又不彰，咁我呢個第一責
任人都好失敗。」
2015年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特區政

府依據人大「8．31」決定提出的特首
普選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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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反對派蓄意阻撓香港解決政
制問題，才導致香港社會撕裂，難以和
諧。長期以來，反對派打爭取民主的
幌子反民主，打爭取普選的幌子扼殺
普選，講一套、做一套，自己撕裂社
會，卻千方百計推卸他們撕裂社會的責
任。

鼓吹重啟政改意在破壞香港良好形勢
反對派當日綑綁否決特首普選方案，

扼殺香港民主發展，撕裂社會，今日反
對派喉舌蘋果日報無資格談重啟政改，
亦無資格說什麼「解決鬱結，打破分
裂、對峙政治僵局」的問題。反對派並
非真心實意為港人爭取民主，只是把民
主當作搶佔話語權的玩物、工具，為自

己謀政治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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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貿然在沒有廣泛共識的
基礎上重啟政改，再令社會撕裂。
近年有關政制發展問題的爭拗一直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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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現在又鼓吹
重啟政改，實質是企圖推翻人大「8．
31」決定，意圖在香港掀起新一輪政
爭，破壞香港來之不易的良好形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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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
固良好形勢，以利聚焦經濟民生，重回
發展正軌，重拾競爭力。

對反對派包藏禍心的重啟政改要求說「不」
習近平主席親臨香港出席回歸20周

年慶祝活動並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為香
港發展指路引航，產生了很好的社會效
應，香港社會人心更加思穩、思進，香
港局勢出現良好轉變。始終聚焦發展這
個第一要務，是習主席對香港提出的要
求和希望。特首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和新
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後，落實習主席香江

之行重要講話精神，聚焦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帶來了新氣象，謀發展已經成
為社會的主旋律。
反對派扼殺民主、撕裂社會，嚴重窒

礙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團結社會、
凝聚合力，是港人的共同心聲和迫切期
待，中央亦希望香港發揮好特殊優勢、
把握好國家發展戰略大勢，聚焦發展這
個第一要務。中央明確支持香港在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人民幣國際化等重大發展戰略中發
揮重要作用，這對香港是重大機遇。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想搭上中國的經濟

快車，香港不用排隊買票已經得到國家
預留位置，必須抓緊機遇，不要「泛政
治化」，而要把謀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這是香港的出路所在。《蘋果日報》鼓
吹重啟政改的司馬昭之心，是企圖再把
香港拖入「泛政治化」的漩渦，導致社
會又嚴重內耗和爭拗、經濟又停滯不
前、民生又不彰，製造反對派倒行逆
施、興風作浪的條件。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必須對反對派包藏禍心的重啟政改
要求明確說「不」，廣大市民應大力支
持特首和特區政府排除干擾，鞏固香港
得之不易的良好形勢。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聲稱，林鄭月娥「唯一的方法是重啟政改」。當年反

對派否決普選方案，剝奪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現在《蘋果日報》又

來鼓吹重啟政改，其司馬昭之心是推卸反對派扼殺普選的責任，挑起新的政治爭拗，破壞香港出現

的良好形勢。目前香港社會急需解決的是大量的經濟民生問題，廣大市民應大力支持特首和政府排

除干擾，把握好國家發展戰略大勢，聚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鞏固香港得之不易的良好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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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靜追殺何君堯
建制派質疑撐「獨」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容海恩不但熱心對待
街坊，更以真誠融化
反對派中人。社民連
前副秘書長、輔仁媒
體主編「熔癌」（容
樂其）近日在其fb網
頁上載一張他與容海
恩的合照，大讚「同
容海恩食過麥當勞就
知佢真係出來撈」，
不但讚容海恩「堅
抽」，更同批評容海
恩嘅人「開片」。

邀Like請食麥記化敵為友
「熔癌」此前在fb發帖，

話上月17日容海恩在fb邀請
他讚好，「呢啲人梗係要
CAP圖公審啦。」點知容海
恩真係留言回應，話大家都
姓容，唔使咁計較。
大量口痕友紛紛殺入，質

疑該邀請係真身定係fb管理
員，又話佢塊面多雀斑，有
人更問佢會唔會聚吓同埋派
月餅等等。
點知容海恩又真係應要求

直播整月餅，仲約埋「熔
癌」同佢班友好去麥當勞。
「熔癌」餐後話：「容議員
去買雞翼俾（畀）我，仲問
我（要）全翼/全槌，好細
心……」
之後，佢又寫咗篇文大讚

對方同網民真誠互動，話佢
成功當選議員並非僥倖：
「當有人笑佢（容海恩）多
雀斑，佢問番（返）嗰個人
介紹啲嘢來搽面；當有人笑
佢只係識派月餅俾（畀）阿
婆，佢就親手整足二十個派
俾（畀）你班口痕友。」
他續道：「當我介紹其中一

位同事姓藍係原居民，佢即刻
講到沙田排頭村，唔洗（使）
諗就UP（噏）得出兩個名
（我當然係唔記得），然後藍
生話兩位藍生都係住佢隔離
（籬）；當我再講佢係會搞打
機比賽，佢就即場拿出手機同
佢玩番（返）場，仲要扮輸
（好似係）。當有出席者拿住
兩封請願信突襲，佢從容不迫
接完即場拆。」
網 民 「Peter Yip」 留 言

道：「由容議員親自覆我cm
嗰 下開始我對佢認真改
觀。」「Leong Ting Lui 」
就話：「 你哋搵 friend定議
員？」
「Alexander Yeung」亦出
來講「公道說話」：「 唔係
friend唔 friend嘅問題，議員
本來就唔係高高在上嘅人，而
係同大家同呼同吸嘅人，由佢
親自覆其實係有意思嘅。」
不過，都有啲人唔係咁

諗。「Leong Ting Lui」稱：
「保險經紀R（搲）關係你比
（畀）份生意佢都可以講雙
贏，容海恩R（搲）咗你張選
票就投『一地兩檢』、開放
『大陸醫生』來港執業。 跟
住有條友話佢咁樣冇位
（無謂）寫衰佢，擺明隱惡
揚善同CCTVB 一×樣。」
「熔癌」就反唇相譏：

「『一地兩檢』我ok呀，而
（𠵱 ）家得『飯民』扮反對
咋嘛，佢地（哋）知道反對
唔到都要扮大聲有做嘢咁
囉。」想不到容海恩就留言
回應：「咁遲的（啲）（高
鐵）開通左（咗）攪（搞）
番（返）個高鐵團喇，我帶
隊。」「熔癌」積極回應：
「拿（攞）番（返）張回鄉
卡先！」
當然，容樂其並唔係咩

「堅貞」反對派，佢自己都
一直自認係「生意人」，更
公開貼文話：「唔好同我講
乜×野（嘢）仁義道德，有
利益我就乜都得。」
不過，呢次「事件」睇到

互動係幾咁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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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西區區議
會因民建聯蕭嘉怡加入特區政府而出缺，其東
華選區補選將於下月26日舉行，反對派則為有
關議席內訌。民主黨伍凱欣將於今日中午率先
報名參選，該黨前主席劉慧卿同現任主席胡志
偉都會到場。不過公民黨元老、自稱「獨祖」
的吳靄儀則表明不撐民主黨，聲言反對派在區
議會選舉應要破舊立新，不應視為立法會選舉
的「樁腳」，而是推動「社區自決」的主體，
所講的似乎是要支持「中西區規劃及保育街坊
聯盟」的羅雅寧，而不是傳統反對派「老大
哥」民主黨。

吳靄儀近日以《區選須立志破舊立新》為題
撰文，聲稱區議會議席不應視為立法會選舉的
「樁腳」，而是推動「社區自決」的主體，
「非建制派在挑選參選人之際，也要以此為原
則，這是不問黨派的社區公民約章的一貫精
神。」
她並稱，破舊立新第一是要破除舊思維、

以向居民提供個人服務、為爭取選票及對所
屬政黨支持這個策略，並揚言應發動每一區
仍然潛伏的年輕、在職、專業、退休、主婦
等力量，「我們關注的核心議題，應是當區
的土地、規劃、環境、公共空間、建築物及

樹木、道路和交通的安全、歷史及文化面
貌——這些屬於整個社區的資產，也是這個
社區的身份認同。這才是只有『非建制派』
才能發揮的功能。」
因此，吳靄儀聲言，「他們要做的不是以個

人或政黨填補特區政府服務的不足或欠缺」，
而是要促成改善政策、政府施政、對非政府組
織提供所需資源，令公民享有他們應得的服
務。所講的似乎是要支持「中西區規劃及保育
街坊聯盟」的羅雅寧。
不過，伍凱欣日前回應傳媒時就打開口牌
稱，民主黨參與「民主派區選協調機制」，會
根據機制處理，又稱在「單議席單票制」下，
倘有多於一名「非建制派」參選，無可避免會
分薄票源，增加當選的難度云云。

東華補選 吳靄儀暗鬥白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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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樂其在fb出帖大讚容海恩。
容樂其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

於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要求香港大學

辭退煽動年輕人違法的戴耀廷，反

對派充耳不聞，但對何君堯一句

「殺無赦」就窮追猛打。「香港本土」

立法會議員毛孟靜、「人民力量」立

法會議員陳志全等稱，會在今日的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提出譴責何君

堯動議，聲稱「殺無赦」言論已涉嫌

干犯刑事罪，並會於本月18日立

法會會議上，再次提出云云。何君

堯回應指，做人必須懂得分清是非

黑白，做事必須要有公平、公正、

公義的心，而作為議員應以香港廣

大市民利益為依歸，多做些實事。

多個建制派政黨亦表示反對動議，

指動議並無必要，全屬反對派為求

掩飾撐「獨」，而採取的轉移視線手

法。

毛孟靜與陳志全昨日召開記者會，聲稱言論
自由非無疆界，形容何君堯「失心瘋」，

故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四十九B(1A)條，
提出動議譴責何君堯，是次動議由她負責提出，
並由陳志全、朱凱廸及梁耀忠和議。

揚言立會提譴責動議
除了內會之外，亦於本月中在立法會會議上再

次提出，若動議獲得通過，便可以成立專責委員
會調查事件。
何君堯昨晚在facebook上發文，強調做人須懂

得分清是非黑白，做事必須要有公平、公正、公
義的心。他說，議員應該以香港廣大市民利益為
依歸，多做實事，而毛孟靜等人的動議是非不
分，連事實都未搞清，便急於作出譴責。
他指出，當日其發表言論的集會內容中，反對

派對「反港獨、反冷血、反偽學，撥亂反正，革
走戴耀廷」隻字不提，反對派對近日校園渲染
「港獨」、冷血歹毒、傷害祖國同胞和侮辱他人
的說話亦三緘其口，質疑他們目的何在、標準何
在。

「以言入罪」圖奪議席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反對派以隻字片語，作無限放大及窮追猛
打，批評反對派「以言入罪」，藉機剝奪議員的

席位，實在不能支持。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立法會的議程已經相

當趕急，不應將寶貴的議會時間，浪費在無謂的
政治爭拗上，應集中精力處理民生事務。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直言，反對派的做法

是轉移視線，覆蓋他們撐「獨」的意圖，工聯會
將反對動議。
金融界立法會議員陳振英認為，反對派時常出

言不遜，甚至大話連篇，卻充耳不聞，對反對
「港獨」的立法會同事卻加以迫害，質疑有關人
等是支持「港獨」，他和另外幾名獨立建制派議
員會堅決反對有關動議。

■反對派聲言要動議譴責何君堯在反「港獨」大
會上的言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