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港獨」派仍然死心

不息。「本土民主前線」發

言人梁天琦，近日聯同「台

獨」分子、「太陽花學運領

袖」林飛帆出席在英國薩里

大學舉行的講座。梁天琦聲

言香港倘一早落實「真普

選」，港人就不會有要求

「獨立」的想法，又繼續煽

暴稱「唔流血唔坐監就有民

主」是「童話故事」。多位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梁

天琦等人煽動年輕人使用武

力，結果「人哋衝，佢自己

鬆」，並在盡食「人血饅

頭」後得到的「光環」周遊

列國，唱衰香港，不斷要求

其他國家及地區介入香港事

務，各界必須警惕，年輕人

更應小心，以免成為他人

「名成利就」的踏腳石。

梁天琦近期與英國部分政客互相配
合，試圖引入外部勢力介入香港

事務。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學會
（Henry Jackson Society）亞洲研究中
心此前發表唱衰香港的《香港二十
年：公民、政治、法律權利的倒退》
報告，梁天琦和此前被特區政府拒絕
入境的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羅哲斯（Benedict Rogers）均有份撰
寫，更雙雙出席報告的發佈會。
梁天琦日前更夥同「台獨」分子林

飛帆出席在英國舉行的所謂「民主論
壇」。他在論壇上聲稱自「佔中」及6
名立法會選舉當選者被法院裁定喪失
議員資格後，「香港民主運動面對
『中共』的『打壓』會愈來愈大」，
而「愛國教育和對歷史的改寫，會滲
透校園」，是「更肆無忌憚地干預香
港事務。」

竟稱「唔使流血」有民主是童話
他口口聲聲稱自己「已不再推動

『香港獨立』」，但就推卸自己播
「獨」的責任，聲言香港倘一早落實
「真普選」，港人就不會有要求「獨
立」的想法，更繼續煽暴：「如果香
港可以唔使流一滴血，唔需要有人坐
監就可以擁有民主，我相信這只是一
個童話故事才會出現。」

陳克勤：「獨」在港無市場就到外國

民建聯副主席陳克勤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已經回歸祖國
20年，在「一國兩制」原則及基本法
的保障下，香港社會得以繼續繁榮安
定。梁天琦等人眼見「港獨」在港已
無市場，就與「台獨」分子勾連，到
外國唱衰香港以宣「獨」，必須予以
強烈譴責。

陳恒鑌：煽違法 要「找數」就逃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批評，梁

天琦等「港獨」分子不斷煽動年輕人
做出違法行為，更一次較一次嚴重，
而在需要「找數」時就逃之夭夭，留
下一班被蒙騙的「熱血青年」接受法
律制裁。這班人的真面目，相信港人
都已認清。
他續說，有關人等眼見在港無市

場，惟有到外國繼續吹噓，為壯聲勢
更與「台獨」分子串連，這些行為必
須受到嚴重的批評。事實亦已證明，
這些違法行為的搞手不會關顧他人，
在發生問題時就會速逃，將支持者視
為一枚棋子，香港年輕人不要繼續受
騙。

葛珮帆：顛倒是非 阻港民主發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梁天

琦聲言中央政府「不斷打壓香港民主
運動」是在顛倒是非、倒果為因。事
實上，中央政府一直致力在維護「一

國兩制」的原則下發展民主社會，但
有些人借「民主」為名，公開挑戰中
央對香港管治權，更誣衊國家、唱衰
香港，這些人才是阻撓香港民主發展
的罪魁。

林健鋒：炒作議題 唯恐天下不亂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香港是

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屬於中
國內政，部分反對派中人唯恐天下不
亂，不停炒作政治議題，更企圖引入
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已超越香港
人可以接受的底線。「泛政治化」及
製造對立不僅於事無補，還會嚴重阻
礙經濟社會發展。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

議員馬逢國批評，梁天琦公然與「台
獨」分子勾結，將會帶來相當嚴重的
後果，而無論持什麼理由，一旦違法
就必須接受法律的制裁，希望年輕人
不要受到梁天琦等人的欺騙，一旦因
此而被判入獄就會抱憾終生，年輕人
應引以為鑒，不要被他人利用。
立法會工業界（二）議員吳永嘉強

調，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特區根據
「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的相關規
定，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但反對派不
斷阻撓，尤其是違法「佔領」更嚴重
破壞香港的法治精神，已超越可以容
忍的底線，年輕人必須小心，不要被
有關人等的花言巧語蒙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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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應務實合作 落實政策聚焦發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香港必須發
展高增值及多元經濟，並把握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和「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的機遇，發揮「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的優勢，為未來經濟發展
注入新的動力。我相信，這也是工商
和專業界的共識，問題只在於如何做
得到？以及如何做得更好？林鄭月娥
強調，政府會積極創造有利條件，特
別是在拓展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將
落實八大方面的措施。

鼓勵創科發展值得支持
我們樂見政府回應經民聯的訴求，為
企業首200萬港元的合資格研發開支提
供3倍退稅，餘額亦可獲兩倍退稅。政

府亦會增加研發資源的投放，並定下把
本地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
率，在5年內由0.73%倍升至1.5%的目
標。但經民聯認為，特區政府應審時度
勢，訂定更長遠的目標，例如在未來十
年內把有關比率提升至2.5%，以鼓勵
創科產業發展。很高興聽到，創新及科
技局楊偉雄局長在11月1日本會大會回
答本人的口頭質詢時表示，「把本地公
私營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
提升至1.5%，甚至更高的百分比，並
非遙不可及的目標」。
要發展創科產業，其實涉及建立整體

的創新系統，既要有資源的適當投放，
又要有長遠的發展策略，更要有人才的
吸納和培育，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在

當局的相關諮詢組織中，例如將要成立
的「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問
團」，其成員組合應包括世界級科技專
家及企業家，其職權範圍也應包括聽取
及回應本港科技界人士的多年訴求，以
制訂長遠和全面的創新及科技發展策
略，推動「科技成果商品化，商品產業
化，產業國際化」，並為相關工作制訂
主要績效指標。同時，當局也應制訂創
科人力資源方面的規劃，包括對相關人
才需求的具體統計和預測，據此訂立本
地人才的教育和培訓策略，以及吸引海
外科技專才來港的配套措施等。
與創科產業發展息息相關的，是推動

智慧城市的建設。林鄭月娥宣佈將提前
在今年內公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並投

放7億元，構建關鍵的基礎建設，對此
經民聯歡迎和支持。政府應配合智慧城
市和大數據的發展趨勢，加快「Wi-Fi
連通城市」計劃的落實，以及促進公共
數據的開放應用，包括全面開放「全港
人口及就業數據矩陣」（TPEDM）等規
劃數據，讓相關行業參考並運用於公、
私營項目。同時，應推動綠色基建規
劃，在落實新發展區時，預先規劃各種
通訊、管網、智能家居、綠色建築等
軟、硬件基建設施，並運用創新科技和
大數據，就交通、醫療、環保和長者服
務等作妥善規劃，致力打造綠色低碳的
智慧社區。

推動專業合作 創造優質機遇
另一項重要內容是推動香港和內地的

專業服務合作。本屆政府在其施政綱領
中明確表示，當局將致力在內地及「一
帶一路」沿線地區為本港專業服務業開
拓新市場，同時投放更多資源推廣香港
成為「一帶一路」的專業服務平台以及
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並繼續向國家商務
部爭取給予香港顧問諮詢企業參與不同
類型工程項目的機會，提供從工程策劃
至竣工的「一條龍」港式服務。
本人認為，至少可從兩大方面着手：

首先，配合「一帶一路」對專業服務的

殷切需求，必須爭取
香港的專業資格及資
歷與內地及「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互認，
長遠達至統一的國際
標準，並爭取讓本港
企業獲得與內地企業
同等的「國民待遇」和相關的政策和財
政支持。其次，特區政府應積極與內地
部門商討，拓展兩地專業服務的合作，
包括提供一站式諮詢及支援服務，協助
香港專業服務企業於內地成立公司，以
及協助推動本港公司與內地企業聯合競
投國家級和跨國大型項目，參與區域科
技研發合作，並爭取成為內地企業「走
出去」的首選服務平台，為本港各類專
業人才、大中小企業謀求更多的歷練和
機遇。
要將上述發展機遇轉化為兩地合作

的商機，無疑需要兩地政府層面和工
商專業界更積極努力。經民聯多番建
議，特區政府爭取由國家層面牽頭成
立規格更高、聯繫更為密切的統籌協
調機制，致力解決本港業界拓展內地
市場時面對「大門開，小門不開」的
種種障礙，這既是為了促進香港經濟
的持續發展，更是為新一代提供向上
流動的優質機遇。

立法會近日圍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發表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展開辯論。平心而言，這份

《施政報告》回應了社會的不少訴求，包括採納了經民聯約100多項建議，在扶助中小企、推動創科

產業、增加房屋和土地供應、完善置業階梯、推動社福民生及青年發展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顯

示特首正逐步落實她的競選政綱，描繪了本屆政府的施政藍圖，展現出她的管治新思維、新風格，

予人的總體印象是「務實進取，聚焦發展，改善民生」，社會各界的反應相當正面。期望特區政府

盡快制訂各項政策細節，並且在明年2月底公佈的《財政預算案》作出資源上的配合，亦期望不同黨

派議員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務實審議，讓相關政策盡早落實，以開啟香港發展的新局面，相信

這也是廣大市民對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合理期待。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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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民主黨立法會議員
尹兆堅，昨日向私隱專員
公署投訴葵青區議員李世
隆，通過單張收集街坊的
個人資料，涉嫌違反個人
資料私隱條例。民建聯立
法會議員陳恒鑌就「以牙
還牙」，在fb上載了民主
黨區議員吳劍昇及李洪波
的同類單張（見圖），笑
言：「看來我也應該去找

私隱專員公署一趟了！」
尹兆堅稱，李世隆在單張上指居民只需填妥個人資料及

回答一條問題，即可獲得掛曆一個，但單張上「並沒有清
楚列明有關被收集的資料用途」，又稱其投訴已獲私隱專
員公署正式登記在案，並由公署高級主任跟進處理云云。

鴿黨區員做法類似
陳恒鑌就在fb上載了民主黨區議員同類的、收集街坊
個人資料的單張，並在帖文揶揄道：「鴿黨00堅今
（昨）日去私隱專員公署，投訴前區議會對手（贏左
（咗）00堅那位），以不正當方法收集個人資料。我翻
查鴿黨資料，未見得如何清高，看來我也應該去找私隱
專員公署一趟了！大家點睇？」
他還在帖中標註了「不務正業00堅」、「輸了應該
多檢討」、「只識抹黑無出路」、「好心你做下（吓）
實事啦」等字句。

周庭稱不仇恨爭民主
陸頌雄：冀唔係得把口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最鍾意口講
一套自己做一
套。「香港眾
志」常委周庭
近日到法國出
席一個論壇期
間(見圖)，稱

在聽各與會者講話後，十分同意「爭取民主的道路不以仇恨為基
礎」喎。政界人士批評，反對派一直煽動仇恨針對內地、特區政
府以至中央政府，令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周庭現在講出這番話可
謂格外諷刺。他們希望反對派不要得把口，真正明白要通過對
話，才能創造共贏的局面。

赴法國出席論壇
周庭近日到法國斯特拉斯堡參加由歐洲委員會等主辦的

「World Forumfor Democracy 2017」，和各地組織者分享「香
港民主運動」的情況。
她引述來自波黑聯邦的Reuf Bajrovic'在首天會議中提到，社

交媒體滋長不少仇恨言論和假新聞，長遠對民主發展弊多於利。
女權運動家Carmen Perez發言時則稱，互相攻擊和羞辱無濟於
事，要爭取真正的平等，更需要與種族主義者展開對話，建立互
相理解的基礎。
周庭唔知真心定玩膠，文中引用了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獲法院

批准在上訴期間「多謝」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一事，稱「戰友獲釋
後更豁達地『感謝』加害自己的官員，又探討『奇妙旅程』的見
聞和運動的空間」，令她「更相信，爭取民主的道路不以仇恨為
基礎，而是以善念、堅持和對話拓展空間和延續力量」。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周庭

等反對派中人煽動社會各階層、內地與香港居民對立的行為，引
起了市民大眾不滿，希望周庭唔係只係得把口，而係真的「深知
悔改」，且言行一致，懂得從不同的角度，包括國家歷史背景、
國家實際情況等考慮問題，而非繼續活在自己的想像世界中。
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坦言，反對派在過去幾年不斷煽動仇
恨，拒絕溝通、妥協，令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對立和矛盾日見嚴
重，令社會失去理性包容的互動討論，希望周庭等人真的明白到
不應以仇恨為基礎，接受多元溝通和理性對話，讓香港理性地解
決爭議，創造多元共贏的環境。

梁天琦聯「台獨」赴英煽暴
被批食「人血饅頭」逐名利

叫嚷指罵阻「跟蹤」林紹輝兇智障漢
區議員協助
市民、防止罪
案發生是好

事，惟若所用方法不當不但會有反效
果，更容易對人造成傷害。民主黨石
籬北區議員林紹輝近日在網上發佈一
段他聲稱自己阻攔了一名「跟蹤女士
進廁所」男子的片段，其表現激動，
大叫大嚷，令該名疑似智障或精神有
問題男子受驚。不少網民看不過眼，
指該男子「好明顯智障， 或智商有
問題的人士，應該用心去幫下（吓）
佢才是正確。 並不是嚇佢或者凶
（兇）佢」，又批評林紹輝「處理不
當，後果有可能好嚴重」。

肇事男子嚇到急尿
林紹輝前日在fb發佈一段短片，稱
自己當日在石籬商場發現一名男子急
步追着一名女士，該女士神色慌張走
入廁所，該男子仍尾隨，他即時攔停
該男子，並通知附近巡邏警員，將事

件交由警方處理。惟短片只見林紹輝
向該男子大吵大鬧，更不時「手指
指」，嚇到個疑似精神有問題嘅男子
不停話急尿要返屋企。

網民斥為出位嚇親人
林紹輝嘅支持者當然大讚佢啦，但

其他村民唔係咁諗。疑似知情的網民
「Chase Tsang」說：「呢個見過好
多次，住安蔭的，係傻架（㗎），但
無攻擊性，好怕事，好易嚇親佢。」
「Billy Lam」則指：「一睇就知道個
男人有啲問題 ，個位議員為了出
位，嚇親個（嗰）位先生。」
「Candy Choy」認為，「個男人跟
住個女仔係唔啱。應該要睇醫生入院
接受治療，一個正常人同個精神有問
題既（嘅）男人咁大聲講野（嘢）會
嚇親佢。」「Kent So」直言該男子
「好明顯智障， 或智商有問題的人
士，應該用心去幫下（吓）佢才是正
確。並不是嚇佢或者凶（兇）佢」。

「Hui Kan」也批評道：「如果佢
真係精神病患者嘅話，你（林紹輝）咁
樣大鬧大渴（喝）一番……太難（離）
譜，處理唔係咁架（㗎）！對待病人，
特別係精神病人後果就更加嚴重，佢會
失控，是否你負責後果？」他更質疑其
動機，「仲post上網曬（晒）自己做

咗野（嘢）你算係議員？」
有網民則批評林紹輝只是欺善怕

惡。「王鋒 」說：「乜都唔去搞，
竟去搞個傻仔！」「Henry Mark」
則諷刺地說： 「如果事主係大隻紋
身漢，唔知情況又會係點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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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圖：林紹輝阻攔及指罵一名「跟蹤」女士的男子。 網上片段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