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議員倡建博物館
揭英治港黑歷史防「戀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

日突透露被領展「恐嚇」。她指稱自

己近期多次批評領展，對方就「派」

專欄作家、智庫「獅子山學會」創辦

人李兆富，向該黨研究總監袁彌昌

稱，倘該黨再批評領展就會「郁」該

黨區議員，不再向他們租出旗下單

位。李兆富否認講過有關言論。領展

則對指控感到震驚，又質疑葉劉淑儀

對公司事務的評論不全面。據悉警方

將會主動了解事件。

葉劉淑儀昨日在立法會主動會見傳
媒，指自己近期多次在報章專欄和

立法會批評領展，「領展派人恐嚇我。」

袁彌昌指李兆富「兇佢」
她透露，袁彌昌兩三個星期前憂心忡忡
地告訴她，在一場合中碰到李兆富，對方
向他說：「喂，叫葉劉真係唔好再搞（領
展）啦喎，再搞就郁佢（新民黨）啲區議
員㗎啦喎。」由於新民黨有數名區議員正
租用領展單位作辦事處，她質疑領展「係
咪可以做到咁」。
她續指，不排除李兆富與領展高層份屬
好友，而李兆富的「獅子山學會」一向支
持領展，現任主席蘇兆明就是領展前主
席，「呢啲關係大家都諗到啦。」

葉太：以為請食靚餐可擺平我？
葉劉淑儀表示，領展事後派公關接觸

她，她即向對方投訴「有無搞錯，恐嚇

我」。其後，領展行政總裁王國龍透過第
三者向她道歉，指「公關唔識嘢」，想請
她吃飯，同樣被她請食閉門羹：「我好鄙
視呢啲行為，以為請我食靚餐、飲靚酒就
可以擺平我咩？簡直係荒謬！」

促「逐張契」檢視領展有否惠民
她續說，自己每周都致電領展約見王國

龍，但對方拒見，只派公關應付她，甚至
叫人在報章撰文罵她，「手段卑鄙。」
她不會就事件報警，但會繼續要求特區

政府監察領展運作，「逐張契」去檢視領
展有否根據契約向市民提供適切的設施。
袁彌昌在回覆傳媒查詢時指，李兆富當

時沒有用到「搞」或「郁」字，而自己
「有信心」記得對方的說法是：「如果葉
太繼續批評領展，可能會令到領展無乜選
擇，佢哋有權決定將單位租畀邊個，可能
唔會將單位租畀新民黨。」
李兆富否認指控，並強調自己絕對沒有

講過有關言論。他稱，當日碰到身為朋友
的袁彌昌，知道對方剛加入新民黨，就與
對方「交流」，雙方談到葉劉淑儀等新民
黨中人對領展有不少意見，包括房地產投
資信託基金（REIT）等，而他覺得該黨
如果與領展的地區經理商討，意見未必可
上達領展高層，他就提出當上中間人，由
他聯繫該黨與領展高層接觸。
他承認自己曾受聘協助領展做政策研

究，但不涉及任何溝通和游說工作，也和
領展很多員工都是「好好朋友」。

領展震驚了：盼增溝通
領展發新聞稿回應指，該公司一直跟新

民黨保持溝通，包括立法會議員、各區區
議員、研究部職員等，而鑑於葉劉淑儀近
月於媒體就公司事務的評論，反映她對公
司的情況了解並不全面，故希望透過不同
途徑加強有關溝通工作。該公司對有關指
控感到震驚，並強調絕對不會透過任何人

向新民黨表達葉劉淑儀所指的言論。
葉劉淑儀在領展發稿後再會見傳媒，指

自己一直要求約見王國龍不果，並批評領
展做法不負責任，又重申事件是由袁彌昌
向她轉達，而當時袁表現慌張。她事後想
過報警，但由於自己是「嬲」而不是
「驚」而作罷，又透露李兆富昨日曾向她
發短訊，解釋是「一場誤會」，但她認為
REIT 議題「唔到一個專欄作家同我
傾」。
新民黨南區區議員陳家珮昨日在 face-

book 發帖批評領展：「可能賺錢賺太
多沖（衝）昏咗頭腦，以為自己一手遮
天，竟然恐嚇前保安局局長，領展有時
間諗大計去『對付』我們呢班新民黨區
議員，不如諗吓點樣回饋畀𠵱 家捱緊貴
租、買緊貴餸嘅苦主啦！」
民建聯東區支部在轉發有關新聞時更

發文道：「民建聯對住領展周不時窮追
猛打，放馬過來啦！」

前保安局一姐被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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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議事規則撥亂反正 《蘋果日報》誤導市民難得逞

現時議事規則大部分是沿用昔日港英立
法局留下來的版本，很多條文更一字不改
地沿用下來，當中有不少條文已不合時
宜，亦有不少明顯的漏洞，令反對派有機
會無休止拉布，拖垮政府施政。

修訂議事規則得民心
修訂議事規則合法合情合理，維護市
民福祉和香港整體利益，社會各界和普
羅大眾都支持修訂議事規則以對抗拉
布。本周日將舉行「反拉布，支持修改
議事規則，分秒必爭，建設香港」的跨
黨派集會，屆時多位立法會議員、前政

府高官、社會知名人士會就修改議事規
則事宜發聲。
《蘋果日報》把修改議事規則與二十

三條立法硬拉上關係，聲稱是「二十三
條前哨戰開打」，修改議事規則是為了
通過惡法、縱容暴政，步向獨裁威權管
治云云。
針對反對派聳人聽聞的說法，立法會

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駁斥，反對派將
修訂議事規則視為「洪水猛獸」。其
實，反對派拉布對香港才是「洪水猛
獸」。拉布拖延了很多關乎香港經濟發
展和民生方面的議案通過，嚴重阻礙了

本港經濟發展，令市民福祉受損，加劇
社會矛盾，令香港的國際聲譽受損，香
港的國際競爭力每況愈下。
近年來反對派在議會的「拉布」愈演愈
烈，已經演變成嚴重的亂港行為。據立法
會秘書處提供的資料顯示，2012年至2016
年的第五屆立法會，會議時數長達2,174
小時，較上屆多14%，即266小時。當中
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高達1,478次，消
耗逾220小時；而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休
會也有18次。合共浪費27億元公帑，許
多重要工程亦都因反對派「拉布」受到拖
延，可謂傷財又累民生。本立法年度，因

為反對派拉布，由今年10月至今，立法
會共舉行了8次會議，至今還未能通過一
項法案。
反對派不斷鑽議事規則的空子，無止

境、無限制地拉布，令香港陷入議而不
決、決而不行的怪圈，修改議事規則，
不是限制議員發言的權利，更非議會
「自閹」，而是要撥亂反正，讓議會和
香港重回正軌。即使未來二十三條立
法，也是有利國家和香港，有利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利維護香
港長治久安和市民根本福祉。
世界所有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

國、俄羅斯、印度等等，早已制定了維
護本國國家安全的法律。《蘋果日報》
把修改議事規則與二十三條立法硬拉上
關係，企圖抹黑修改議事規則的目的，
市民須識破這種騙術。

以強大民意支持修訂議事規則

拉布蹉跎了香港太多時間、精力和公
帑，對青年人的價值觀也有負面影響，
因為議員的行為通過電視直播，對青年
人有耳濡目染的作用。修改議事規則，
不僅可遏制反對派禍港殃民的拉布行
徑，也可激濁揚清，有助青年人樹立正
確價值觀。
「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機遇
聯袂而至，對香港是千載難逢。香港能
否把握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修改議
事規則，讓議會和香港重回正軌是關鍵
所在。修訂議事規則是一場「硬仗」，
反對派必定不擇手段阻擾，甚至會有暴
力行為出現。建制派一定要嚴陣以待，
挫敗反對派「以拖待變」的圖謀。市民
更要以強大民意，支持建制派修訂議事
規則，早日使議會和香港的運作納入正
軌。

立法會即將開始審議議事規則修訂建議。《蘋果日報》把修改議事規則與二十

三條立法硬拉上關係，散播「威權政治」的謊言，根本就是使出反對派的一貫手

法，恐嚇、誤導市民。修改議事規則撥亂反正，讓議會和香港重回正軌，即使二十三條立法也有利

國家和香港，為香港青年人創造更美好未來，廣大市民應該支持修改議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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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上月出席基本法研討會並發表演講，教育局
邀請辦學團體考慮安排屬下中學師生觀看研討
會直播，以增進師生認識「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並輔助課堂學習，當時有人刻意將之扭曲
為「政治」安排。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表
示，讓學生認識基本法是理所當然的事，也是
學校教育應有之責，而向學界發放值得推介活
動的資訊是教育局一貫做法，當局無意就此活
動的處理進行檢討，未來亦會繼續將有意義的
活動資訊發放給辦學團體和學校。
就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質疑教育局邀請辦學團

體考慮安排屬下中學師生觀看基本法研討會直播
的「用意」，楊潤雄昨日以書面回覆議員提問時
表示，基本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具有憲制性法律
地位，與香港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讓學生認識
基本法是理所當然的事，亦是學校教育應有之責。

讓學校自行決定是否參加
為支援學校的教育工作，教育局會不時向學

界發放各項值得推介活動的資訊，讓學校自行
決定是否參加，由於這是教育局一貫的做法，
楊潤雄重申局方無意就今次事件的處理進行檢
討，教育局未來亦會繼續將有意義的活動資訊
發放給辦學團體和學校。
就有學校於直播活動中向學生派發工作紙，

促進學習，有人擔心這變相成為通識教育科的
評核，楊潤雄回應指，現時學校課程內已有與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相關的內容，而今次研討會
亦為學校提供豐富的學習材料，但對學校如何
運用教材，屬教師專業決定，教育局沒有建
議，也沒有要求把工作紙列為通識教育科的評
核方式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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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助學生識法
學校應有之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回歸祖國至今已20年，但有個別「獨」
人仍然「戀殖」，甚至提出所謂「歸
英」的歪論。印度國會議員沙希．塔魯
爾（Shashi Tharoor）認為，香港有必
要設殖民歷史博物館，讓社會記起英國
殖民主義的真相。
塔魯爾近日在香港《南華早報》撰

文，強調香港需要記起英國殖民主義的
真相，文章至今已獲逾3,000次轉發分
享。他在文中指，自己早前來港出席亞
洲協會的活動，置身於滿街的殖民時期
建築，但就發現香港沒有以殖民統治史
為主題的博物館，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香港經歷了長達156年的殖民管治，
竟無紀念這段歷史。」

銘記暴行 持續警醒
他指出，無論印度、英國以至香港均

沒有講述殖民統治經歷的博物館，因此

他最近向印度政府建議，將著名的歷
史建築維多利亞紀念堂改成博物館，
專門展覽英國殖民主義的苛捐、殘
忍、掠奪、暴虐、強徵、種族歧視，
揭露英殖暴行，例如當時英國的政策
導致3,500萬印度人死於饑荒、破壞印
度紡織業及造船業等。
塔魯爾強調，歷史應當銘記，印度

需要一個永久的地方，展示英國人對
印度做了什麼，作為一個持續的警
醒，同時讓印度的孩子們自我學習，
讓英國的遊客們自我啟蒙，而香港亦
與印度一樣，需要記起英國殖民主義
的真相。
他認為，殖民主義正是香港失落的一

角拼圖，在香港奮力奔馳於21世紀時，
歷史卻被丟在後頭，並認為現在是時候
正視問題：「不記住殖民統治時代的過
去，意味着經濟比歷史重要，土地比人
民重要。」

葉太爆料 領展否認

特首林鄭月娥上月
與廣東省省長馬興瑞

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
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
兩檢」的合作安排》，正式展開「三步
走」程序。近日，以一曲《小明上廣
州》唱得街知巷聞的兒科醫生李家仁，
就趁高鐵熱潮推出新歌《小明搭高
鐵》，以歌聲支持高鐵。
監警會昨日下午發表工作報告，身為

新一屆監警會委員的李家仁，會後向在
場傳媒宣傳他的新歌《小明搭高鐵》，
更即席唱出其中歌詞：「咕嚕咕嚕一
啊，咕嚕咕嚕二，咕嚕咕嚕三準備出
發」、「打點家居煮餸，煲湯兼炒飯上
廣州識得選擇搭高鐵」。
他表示，自己現在最擔心的是如何拍
攝MV，因為內地未必會批准他在車廂
內拍攝，希望可以盡快想出解決方法，
以便農曆新年有MV跟市民「拜年」。
李家仁笑說，本身想唱《小明上長
沙》探舅父，但見高鐵出現不少爭拗，
決定先唱高鐵歌曲，又說相信特首林鄭
月娥聽到都會好開心。

支持落實「一地兩檢」

他指出，小明只是想開心、方便，而
高鐵可方便旅遊，不明白為什麼社會上
有人反對「一地兩檢」。他又提及被指
是「維穩歌」 的《小明探阿爺》 在
「佔中」期間亦有人聽，認為小明是他
與年輕人溝通的橋樑，希望社會可以明
白香港急需發展，支持高鐵落實「一地
兩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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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仁李家仁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攝攝

香港文匯報
訊 據新華社報
道，由中國和平
統一促進會主辦
的第五屆「一國
兩制」理論與實
踐研討會昨日在

深圳舉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見圖）指
出，香港、澳門應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維護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抓
住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上
國家經濟發展的快車，促進共同發
展。

兩岸四地專家學者聚深研討會
來自兩岸及港澳的40餘名專家

學者在昨日研討會上圍繞「『一國
兩制』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
主題，就有關議題展開深入研討。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
孫凌雁回顧總結了「一國兩制」理
論的發展歷程及其在港澳的生動實
踐。
與會專家認為，中共十九大報告

將祖國完全統一置於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定位，對發
展兩岸關係、實現和平統一進行深
刻闡述，體現了中共中央「一國兩
制」、「和平統一」大政方針的連

續性、創新性和前瞻性，體現出不斷增強的戰
略定力與制度自信。
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戚嘉林表示，
「一國兩制」是中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實現
國家和平統一的最佳方式，也是符合台灣同胞
利益的制度設計和政治安排。
他建議社會各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努

力深化研究，共同探索豐富「一國兩制」的台
灣模式，齊心為爭取和平統一前景而盡力。

李家仁再唱「小明」挺高鐵

■葉劉淑儀指被領展「恐嚇」。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民建聯東區民建聯東區
支部的發帖支部的發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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