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近日代表立法會到訪英

國，更順道多番唱衰香港。他昨日又發稿稱，自己見了3名英國國會議員，向對方

稱「『港人治港』仍未落實」、「中央政府推出『假普選』方案」、英國「有道

義責任為香港發聲」云云。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批評，林卓廷用香港納稅人的

錢到外國「搞風搞雨」，以扭曲的資訊唱衰香港，是濫用資源，有關言論亦破壞

「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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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如果有
哪 天 不 唱 衰 香

港，一定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英國保守
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早前企圖來港
指手畫腳結果入境時被拒，於是有反對派
專程前往英國向舊主匯報，要求英國出
手。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上周代表立

法會到訪英國，原本是出席當地英國國會
議事常規會議及課程，他不認真履行立法
會託付的任務，反而趁機告洋狀，內容卻
舊調重彈。面對來自香港接二連三的告
狀，英國國會議員也不勝其煩，只能敷衍
了事，說會密切留意香港情況。

林卓廷昨日聲稱，中央違反2017普選特

首承諾，推出假普選方案，無落實《中英
聯合聲明》的承諾，又提到近日建制派提
出基本法第23條立法，指中央想收窄港人
自由，還對人大釋法、新聞和學術自由以
及廉政等問題胡說八道一番。總而言之，
香港回歸後一無是處。當然，有些英國政
客至今不願意承認香港已經回歸中國的事

實，幻想對於香港有「道義」上的責任，
助長林卓廷之流的氣焰。

《中英聯合聲明》已屬歷史文件，香港
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機構
和個人無權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任
何干預香港的企圖都不得人心，告洋狀注
定失敗。香港在「一國兩制」的保障下，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績有目共睹，獲得
了絕大部分港人的支持與擁護。林卓廷的
抹黑，與事實不符，完全站不住腳，只能

自欺欺人。
講到香港與普選失諸交臂，反對派更要

承擔所有責任。中央推出最有利於香港的
普選方案，反對派違背民意，刻意阻撓，
令港人失去了「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
利，林卓廷有向英國人講明真相嗎？作為
民選議員，應該老老實實為民服務，老是
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跑到外國告洋狀，免費
遊埠，浪費公帑，對得住納稅人嗎？

■趙興偉

林卓廷告洋狀無新意 免費遊埠浪費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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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鼓吹香港邊緣化是變相鼓吹「港獨」

戴耀廷在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拋
出「香港必須繼續邊緣化」一文聲稱：
「對香港最有利的，反是要繼續維持其
邊緣地位，邊緣化才是長遠對香港最有
利。邊緣化就是在不脫離主體的情況
下，與主體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令邊
緣可為主體發生演變發揮促進的作
用。」

凸顯二十三條立法迫切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指出，近年來，香港
有些人在社會上、在校園內排斥「一
國」，抗拒中央，搞所謂什麼「本土自
決」、「香港獨立」，用各種歪理邪說
來否定、詆毀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管
治。戴耀廷鼓吹「香港必須繼續邊緣

化」，正是用歪理邪說來否定、詆毀中
央對香港的管治，用歪理邪說來鼓吹
「港獨」，妄圖禍害香港分裂國家。
戴耀廷變相鼓吹「港獨」，妄圖對國

家主體進行演變和顛覆，這更加凸顯落
實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迫切性。從
2014年非法「佔中」、2016年「旺角暴
亂」，「港獨」的持續叫囂，乃至香港
近年亂象叢生的台前急先鋒戴耀廷變本
加厲妖言惑眾禍害香港分裂國家，市民
都看到基本法二十三條未能立法帶來的
惡果。二十三條立法若再拖延，只會令
戴耀廷之流更加有恃無恐地反中亂港。

阻礙融合的老調重彈
戴耀廷所謂要繼續維持香港邊緣地位

的說法，其實是反對派阻止香港與內地

融合的老調重彈。反對派從來沒有停過
阻止香港與內地的融合，凡是有關兩地
融合的政策和措施，反對派必定設法出
來阻撓。彷彿與內地有關係的所有事
物，甚至中央對香港經濟的支持，都是
洪水猛獸，都是「赤化威脅」，連「個
人遊」也被誣衊為「染紅香港」、「使
香港淪為中國殖民地」。
從陳方安生提出「小心邊界模糊」，

到反對派造謠指高鐵是「中共希望藉高
鐵來統戰香港」和「加速香港內地
化」，再到反對派聳人聽聞稱粵港澳大
灣區「更會加快『一國兩制』的消
亡」，都暴露反對派抗拒融合的頑固心
態。
反對派「凡融合必反」，打「反被

規劃」、「反被吞併」的幌子，抹黑和

狙擊港珠澳大橋、高鐵、新界東北發
展、西九故宮、落馬洲港深科技園，以
及粵港澳大灣區。戴耀廷鼓吹香港邊緣
化，進一步暴露反對派抗拒融合的頑固
心態。
在戴耀廷之流荼毒下，近數年香港湧

現了一班激進年輕人，打「本土」旗
號，阻礙香港與國家融合。前金融管理
局總裁任志剛對此感慨說，本來香港是
一塊福地，得天獨厚，奈何有一班年輕
人，做一些認為有理念的事情，實質
是在邊緣化香港，令人感到可惜！

香港不能再自我邊緣化
戴耀廷和反對派挖空心思製造矛盾，

鼓吹「港獨」，分化社會，香港陷入內
耗深淵，民粹主義泛濫，內耗和爭拗不
斷，令政府動輒得咎，難以集中精力進
行科學有效的決策，社會亦缺乏搞好經
濟的和諧環境，這不僅影響社會穩定和
經濟發展，亦令香港社會產生了可能會
被邊緣化的憂慮。邊緣化危機與本港內
耗交織，太多非理性的爭拗和內耗，令

太多負能量消耗了社會的精力與和諧，
致使香港一度蹉跎歲月，錯失了許多發
展良機，香港再也經不住內耗和折騰。
香港不能再自我封閉，不能再繼續邊

緣化，只有融入整個國家發展大局，才
能立於不敗之地。香港若閉關鎖港，繼
續邊緣化，就將走向衰落。社會各界必
須抵制戴耀廷之流製造的負能量，對無
休無止的內耗和折騰說不。
十九大報告指出，要支持香港、澳門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
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
利合作，制訂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
發展的政策措施。十九大報告提出的
「挺港」方略，更強調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這是最有效最長遠的「挺
港」方略，也是最有效最長遠的防
「獨」遏「獨」方略。戴耀廷對此極為
恐慌，才跳出來鼓吹「香港必須繼續邊
緣化」，但這是螳臂擋車，擋不住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挽救不了「港
獨」必然失敗的下場。

「佔中」禍首戴耀廷鼓吹「香港必須繼續邊緣化」，「令邊緣可為主體發生演

變發揮促進的作用」，這實際上是變相鼓吹「港獨」，妄圖對國家主體進行演變

和顛覆。戴耀廷變本加厲妖言惑眾，變相鼓吹「港獨」禍害香港分裂國家，更凸顯基本法二十三條

立法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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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鴿廷」公帑訪英
用港人錢唱衰港

林卓廷稱，他昨日在英國國會先後與3名國會
議員見面近兩小時，包括工黨Catherine

West、保守黨Jeremy Lefroy及Fiona Bruce。林
卓廷聲言，香港的情況「不容樂觀」，「新聞和
學術自由倒退」、「廉政風暴」，又「憂慮」中
央會藉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去「進一步收窄港
人自由」云云。
他並引述3名英國國會議員聲言，他們會「密
切留意香港情況」，其中Catherine West更稱有
意訪華，及協助跟進香港特區前特首梁振英的
「UGL事件」；Fiona Bruce則稱會聯繫其他議
員商討下一步行動云云。

劉國勳：違反外訪目的
多名立法會議員均批評林卓廷的行為。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就批評，林卓廷透過公費外訪

去唱衰香港，是濫用資源。他指出，有關外訪目
的在於讓立法會代表去參與研討，並無授權他去
做這樣的事，除非他以自己的資源去做，否則他
在此行與外國國會議員會面，並大談香港問題，
會誤導對方。
至於林卓廷向外國國會議員聲言「中央政府推

出『假普選』方案」，他直言林的說法無稽，對
香港已回歸祖國、國家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亦
缺乏理解，「你要爭取普選，是要和中央談，而
不是去和外國國會議員談，這樣只會破壞『一國
兩制』。」

何啟明籲英議員勿偏聽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指出，英國定期有報

告講述香港情況，多年來都說香港的「一國兩
制」實踐沒有問題，不明白林卓廷為何還要到當

地「搞風搞雨」。他呼籲對方盡快回港，履行自
己作為議會代表的職責，處理本地事務，服務香
港市民。他又建議該些英國國會議員，不應只聽
信林卓廷的片面之辭，而應親身到香港看看實際
的發展。

容海恩質疑洩UGL調查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林卓廷想說什

麼是他的自由，但他拿立法會的資源所作出的
行為，須自行承受風險。她舉例說，林卓廷身為
UGL事件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在外與人談論
UGL一事，「但其實我們都有保密協議，他這樣
做是否有違反呢？」
就林卓廷聲稱中央推「假普選」一事，容海恩

強調這並非事實，認為外國的國會議員應有智慧
去判斷，亦不應干預其他國家的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特首林鄭月娥早前提
出，會每月出席立法會會議
接受議員質詢。她昨日交
代詳情指，由明年開始，
除了每年 4次的答問大會
外，每月會額外出席一次
質詢大會，半小時內任由
議員提問。對於當局仍未
向立法會重新提交《2017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
案》，被反對派標籤成為
修改議事規則「助攻」，
林鄭月娥反駁指，現在就
連附屬法例也需花十多個
小時處理，如果議員迅速
處理已積壓的附屬法例，
當局就有空間再去提交法
案，並認為建制派為回應市
民訴求而提出修改議事規則
無可厚非。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

議前重申，特區政府非常尊
重立法會，亦竭力改善行政
立法關係，並於前日通知立
法會秘書處，同意由明年1
月開始，她除了出席每年4
次的答問大會外，每月會再
額外出席一次半小時的質詢
大會。
而她在答問大會會有簡短

發言，質詢大會則不會發
言，把所有時間留給議員質
詢。
特區政府早前抽起《2017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
案》，以讓立法會能及時討
論「一地兩檢」議案，最後
議案幾經風雨下獲通過。反
對派聲言政府至今仍未重交
印花稅草案，過去數周也未
提交新法案，是為建制派修
改議事規則「助攻」。
林鄭月娥回應指要審時度

勢，因留意到一般毋須花長
時間討論的附屬法例，如
《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
例》下的附屬法例修訂，也
花了十多個小時，「同樣性
質的附屬規例在立法會排隊
讓議員可以辯論還有十多
條，所以如果議員能夠在很
快的時間清理這些積壓的附
屬條例，那便有空間再去提
交議程，否則其實沒什麼意
思。」

修議規利議事
她強調，會尊重立法會監

察行政機關的工作，但社會
期望立法會能夠辦事，適時
有效通過政府法案或撥款建
議，認為如果建制派議員提
出修訂議事規則以回應市民
訴求，是可以理解、無可厚
非。
她呼籲建制派和反對派在

已經成立的平台上，以互諒
互讓的態度去商議如何更新
議事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
工聯會昨日一行人到訪新界社團
聯會，包括全國政協委員、會長
林淑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理
事長吳秋北，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榮譽會長鄭耀棠，副會長陳
有海，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
彪等。會上雙方就全港事務、地
區工作進行交流，並表示將就未

來愛國愛港工作、關注國家和香
港發展事務上，繼續加強更密切
和深化的溝通合作。
新社聯出席的領袖包括榮譽會

長溫悅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理事長陳勇，副會長陳平、副理
事長鄧開榮、副理事長陳博智、
副理事長兼總幹事李世榮及總監
溫啟明。

工聯會訪新社聯
交流工作增溝通

■工聯會昨日一行人到訪新界社團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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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向立法會議員求助不
果，貼張大字報表達不滿會

有咩下場？就係會俾「熱血公民」嘅蟲泰（鄭松泰）
地辦手足報警處理，再貼埋上網搵網民公審囉。話
說前日蟲泰貼咗段片，片中有個激動市民，話自己
3次向蟲泰求助都冇人理，激動起嚟喺蟲泰地區辦
事處出面貼大字報，最終就落得咁嘅下場嘞。一班
「熱狗」紛紛留言話嗰個市民係做戲、扮嘢甚至黐
線。針對「熱狗」嘅facebook專頁「香港癲佬力量」
就揶揄，蟲泰呢種一言不合就公審嘅行為，喺立法
會議員入面都算罕見。

上門表意見 竟被指搞事
蟲泰前日喺facebook貼文貼短片，話上周四有
個「口罩男子」喺佢青衣長亨辦事處出面「叫
罵」、「在地辦外牆上貼上大字報」，仲話嗰個
人貼大字報之前打過電話，「當事人明顯形跡可
疑，似是受人指使行事。」佢仲話：「地辦手足
已向當區警方備案，今發佈片段呼籲涉事人，

『做人最緊要正直』。」
睇返段片，個市民情緒激動，話自己前後3次
向蟲泰求助，兩次打電話、一次親身到地辦，但
蟲泰方面都「推三推四」，唔肯理佢。佢話自己
當日選蟲泰，係因為蟲泰係前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嘅「徒弟」，又批評佢話會盡心盡力幫市民，但
結果有難就唔幫，自己真係「有冤無路說」。
蟲泰貼段片出嚟，係咪真係呼籲到嗰個市民就

唔知，但肯定就呼籲到自己班「熱狗」去「圍
毆」個市民囉。「Vin Wong」就話︰「戲子
乎？就為兩餐出賣尊嚴？」「林志雄」亦謂︰
「正煩膠，講嘢上氣唔接下氣，叫佢睇心肺科醫
生先啦。」「Jani Cheung」就留言︰「助（做）
咩呀？語無倫次聽唔明喎，佢食咗藥未呀？」

網民譏開地辦都「揀客」
咁樣都要被公審，「本民青政狗」fb專頁「香港

癲佬力量」當然要出文大大恥笑一番啦︰「好歹都
係市民嘅意見表達，而佢又只係貼吓紙叫囂吓；你

做得立法會議員，
何不大方一點，由
佢貼完離開，你咪
撕返走啲紙囉。難
道每逄（逢）有市民
表達不滿『熱血公
民』，你又來網絡
審判，又來清算嗎？」仲話，建制派都唔會咁做，
「唯獨鄭松泰呢條中二病，賤格到會公開片段，企圖
向異見人士搞網絡審判。」
有唔少網民認同「癲佬」睇法，「Sam

Poon」就質疑班「熱狗」話︰「人地（哋）表達
意見都要報警？」「黄綺霞」亦話︰「以前『熱
狗』都有搞人哋啲地辦喎，今天『熱狗』變成篤
灰力量。」「Sharon Ho」直接話︰「咁小器做
咩議員！」有網民亦話，「打開門口做地辦，即
使對方係咩人都要處理㗎啦，但可能蟲泰真係唔
係咁諗，畢竟佢覺得公眾係白痴啊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鄭松泰貼出市民貼大字報
的片段。 鄭松泰fb截圖

唔幫市民仲公審 蟲泰好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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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卓廷
以立法會
代表身份
訪 問 英
國，竟唱
衰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