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誕節將至，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亦在其facebook專
頁換上戴聖誕帽的卡通頭像
（左圖），並貼出與一眾兒童
在禮賓府共同慶祝聖誕的相片
（上圖），提早向市民傳遞節
日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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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新界鄉議局昨日於鄉議局大樓舉辦

新界鄉事領袖學習十九大精神講座，邀得中聯辦副主任何靖作主

題演講，鄉議局27個鄉事會約200人出席。何靖從「新時代」、

「新征程」、「新思想」三個角度詳細闡述十九大內涵，並以

「新機遇」闡述了十九大對香港提出的新定位、新使命、新要

求，勉勵香港各界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

的偉大榮光。

何靖表示，黨的十九大舉世矚目，
備受世界關注。他表示，十九大

見證了祖國邁向實現「強起來」的新
時代，過去5年的成就是全方位的、開
創性的、深層次的，取得了歷史性的
新成就，中國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中華民族前所未有地靠近
偉大復興的目標，人民的獲得感、安
全感、幸福感和自豪感前所未有地充
實。黨的十九大更確立了「兩個百
年」的未來發展新目標，將把國家建
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社
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他表示，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入黨章，作為黨的

指導思想、行動指南，新思想的內涵包
括「8個明確」、「14個方略」，當中
包括對港澳工作的新定位，可見國家對
香港發展的關心與支持。

「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
何靖強調，「一國兩制」是中國夢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解決港澳歷史遺
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港澳保持繁
榮穩定的最佳安排，必須堅持「一國
兩制」的實施不會變、不動搖、不變
形、不走樣，把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
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全面準
確地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他表示，各界應嚴格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積極履行憲制責任，在國
家安全、主權議題上不能存有短板，
應廣泛建立以愛國者為主題的國家意
識及愛國精神，鼓勵香港各界支持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支持特區政府積極
作為。他並指香港現時政治紛爭較
多，不利社會進步發展，需要全社會
的團結與支持，一同化解矛盾。
他續指，香港有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的優勢，內地市場龐大，是香港堅
強的後盾，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為

香港長遠發展注入新動力。他勉勵大
家積極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及粵港
澳大灣區的建設中，並認真思考在實
現中國夢的進程中應該做些什麼、可
以做些什麼。
一眾鄉事會人士展開熱烈討論，充

分反映新界經濟、民生最新狀況。他
們表示將全力擁護基本法，秉承愛國
愛港宗旨，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與各界同胞在「兩個一百年」的關鍵
時刻一同貢獻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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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規則符合主流民意 蘋果社論顛倒是非邏輯混亂

反對派正是立會過往亂象的罪魁禍首
昨天的《蘋果日報》社評，誣衊建制

派閹割議會及惡人先告狀，還聲稱建制
派之所以能夠成功修改議事規則，靠的
不是理性或講道理，而是乘人之危云
云。這種指責完全是罔顧事實和顛倒是
非。事實上，這些年來，反對派議員為
了拖慢香港社會發展的進程，在議會上
為反對而反對，為拉布而拉布，不僅令
特區政府一系列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施政措施難以落實，就連一些毫無爭議
性的民生議案都淪為拉布的犧牲品，導

致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而且，議會
內更是亂象叢生，除了出現謾罵、衝
擊、包圍主席台，還有不停點算人數導
致流會。更有些人使出無理的「清場」
怪招，驅趕記者和市民離場，可謂拉布
手法層出不窮，無所不用其極，香港普
羅大眾對此亂象早已深惡痛絕。
在立會辯論議事規則修改期間，反對

拉布、支持修改議事規則的民間行動一
場接一場，民眾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參
與團體眾多、聲勢浩大。不少市民紛紛
表示，作為香港人，多年來眼見反對派
用盡方法肆意阻撓不合意不喜歡的議

案，間接使經濟及民生項目「大塞
車」，沒完沒了的拉布及點人數，導致
頻頻流會，既浪費寶貴的時間，亦白白
糟蹋納稅人的血汗錢，這次忍無可忍要
走出來發聲。因此，修改規則，壓縮拉
布空間，已經成為主流社會的共識。建
制派議員提出有關修改，正是從香港社
會的根本利益出發，順應民意、履行職
責的應有之舉。
的確，如果不是有多位反對派分子的

議員資格喪失，使反對派議員在直選組
別中變成少數，要成功修訂議事規則，
將面臨較大的困難。建制派議員在這場

戰役中，團結一致，眾志成城，終於克
服了反對派的百般阻撓，成功對議事規
則進行了必要的修訂，也是他們洞察全
局、把握良機的結果。反對派分子被
DQ，其原因就是其在宣誓儀式上不按
照有關規定來做，肆意搞事，根本不配
成為堂堂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
員，其資格喪失，也是咎由自取，難道
還要怪別人嗎？反對派一直多行不義，
常常逆主流民意而動，根本不能代表香
港社會的根本利益和發展方向。但是，
《蘋果日報》社論還聲稱什麼反對派才
是大多數市民的代表，這真是睜着眼睛
說瞎話！

立法會主席依法主持會議是正當做法
《蘋果日報》該篇社評還攻擊立法會

主席以什麼黑哨之手來促成此事，這更
是無視基本法和立法會議事規則的無端
之言。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立法會
主席具有主持會議、決定議程、決定開
會時間以及根據議事規則所規定的其他

職權。立法會主席有責任維護會議秩
序，確保議會正常運作。因此，主流民
意均支持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正當做
法。
議事規則修改之後，反對派議員何去

何從，正是考驗他們政治智慧的關鍵時
刻。反對派議員朱凱廸之前曾經聲稱，
是次修訂把反對派的「文鬥」工具奪
去，揚言會迫使反對派走向「武鬥」，
屆時反對派抗爭可能會更加激進云云。
需要指出的是，立法會會議秩序是受到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保障
的，衝擊會議、擾亂秩序導致會議中
斷，屬於嚴重的刑事罪行。如果反對派
議員真的像朱凱廸所講的那樣，採取
「武鬥」方式，企圖把香港立法會「台
灣化」，這樣勢必觸犯法律而受到嚴厲
懲處。奉勸反對派議員們要知法守法、
自重遵規，不要重蹈過往有反對派當選
議員受到法律制裁的覆轍，屆時即使是
呼天搶地聲稱「誤墮法網」也悔恨已晚
矣。

上周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彌補多個漏洞，令反對派以拉布手段癱瘓議會運作的空間大為縮

小，這正是立會消除過往亂象，回復正常運作的必要之舉，更符合香港社會主流民意。但反對派的

喉舌《蘋果日報》昨天社論卻誣衊建制派閹割議會及惡人先告狀，這種不顧事實、顛倒黑白、邏輯

混亂的言論，恰恰暴露了反對派破壞香港建設、以廣大市民為敵的本質，可以說，反對派正是立會

過往亂象的罪魁禍首。如果他們在新的議事規則之下，還繼續玩弄拉布，無故拖低議會效率的話，

勢必被主流民意所拋棄。如果還搞什麼「武鬥」的話，更會受到法律制裁。

華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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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三辦集思會
先聚焦三大挑戰

■何靖（中）與一眾新界鄉事領袖分享十九大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摯 攝

反對派最鍾意操控選舉，吓吓都想
「唯我獨尊」去點名投畀指定人物，稍
稍唔聽話都唔使旨意分佢哋啲票。今日

就係第十三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反對派早幾日就出
咗張投票名單，話要唧走啲比較乞人憎嘅建制人士喎，但
望真啲張名單，仲有佢哋自己友、反對派高教界選委王凱
峰喺入面喎。點解寧願投建制都唔投王凱峰？咪就係因為
佢反「佔領」囉。王凱峰噚日就寸嘴回應，唔通反對派話
可以投嘅嗰班人入面，又個個都支持「佔領」咩？
雖然反對派喺人代選舉方面嘅票數唔足以影響大局，但

講到選舉都要乘機表個態或者報吓仇。話說佢哋日前就推
出咗個36人嘅投票名單，大家更關注嘅係想睇佢唔投邊
個，喺芸芸愛國愛港人士之中，竟然有個成日搞事、反對
派自己友王凱峰喺度。

唔撐「佔領」不獲投票
消息一出，反對派中人都四圍放風，有人話係因為王凱
峰唔支持「佔領」，所以有啲人覺得點都唔可以投佢喎。
教協早兩日亦出咗聲明同王凱峰劃清界線，話從來都冇支
持佢去選人代咁話。不過印象中當日佢聲稱港大有學者
「造假」、出嚟選選委時都好得反對派歡心㗎喎。
疑似被用完即棄嘅王凱峰，噚日回應傳媒時就話「尊重
但唔認同」呢張名單，認為自己唔支持「佔領」，但自己
都反對人大「8．31」框架，唔通咁都唔夠？仲質疑返轉
頭問，唔通反對派嘅投票名單入面，啲建制派又支持「佔
領」咩，深信選民會理性投票咁話。有反對派中人亦都
話，如果反「佔領」就唔投得，咁點解當日特首選舉，一
班反對派又走去支持反「佔領」嘅曾俊華呢？
反對派鍾意分裂再分裂咁玩杯葛，唔少網民都睇得幾開
心。「Patrick Wong」就話︰「『犯（泛）民』呢招玩分
化……一直係咁！見怪不怪。不過不投『泛民』王凱峰是
正確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特區政府昨日舉行第三度集
思會，有見社會各界都對集思會內容感興趣，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主動講述會議內容。她表示，昨日的會議討論了特
區政府在未來一年面對的6大挑戰，在立法工作上有「一地
兩檢」、財政預算案的《撥款條例草案》及國歌法本地立法
工作；政策方面則是取消強積金「對沖」、土地和房屋及醫
療壓力問題。
林鄭月娥昨日先談立法工作上的三大挑戰。首先「一地兩
檢」三步走的第三步，即本地立法落實「一地兩檢」安排，
「大家都可以想像，這個工作將仍然很有爭議性，在立法會
的過程中，相信都不會是順風順水。」第二是有關財政預算
案、需要立法會通過的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她坦
言，有關議題向來是被拉布的對象，相信即使修訂了議事規
則，亦不能完全避免。第三是國歌法的本地立法工作。林鄭
月娥指出，特區政府會盡快開展諮詢，希望明年可以提交國
歌法的本地立法。

積金對沖 促當局提更好方案
至於政策工作方面，林鄭月娥則談到取消強積金對沖。她
強調，自己對有關議題的立場堅定，已要求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要盡快去提出一個更好的方案，希望爭取在明年盡早的時
間能夠有一個勞資雙方都接受的方案，「特區政府肯定會比
早前公佈的79億元投入更多的資源，務求能夠在一個大家
都互諒互讓的情形之下去處理一個持久存在、困擾很多勞
工、僱員的難題。」
第二是土地和房屋問題，她表示土地供應專責小組仍在工
作中，但明年將會作公眾諮詢，希望於年底前向她提交一個
經公眾討論、能夠為香港未來土地供應來源出謀獻策，和可
以落實執行的方案。
第三則是醫療壓力問題。林鄭月娥指，特區政府會在下一
個財政年度為醫院管理局注入額外資源，「我亦希望《醫生
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能早日通過，讓醫管局可以透過一
個改善了的有限度註冊，能夠聘用一些於海外受訓畢業的醫
生，來補充我們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

反對派喺議事規則修訂
一事上衰咗之後，就互相
指責，最新一輪嘅做法就

係去怪罪明明講咗自己係「中立」、唔係「泛
民」嘅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話說陳沛然喺
議事規則修訂上，投咗嗰唯一一票嘅棄權票，雖
然對結果冇影響，但都俾反對派嘅「杏林覺
醒」、「真普選醫生聯盟」抽秤，前晚發聲明話
佢唔「擇善固執」，要佢公開交代喎。陳沛然噚
日就發聲明交代，直言好多人都支持議事規則修
訂，所以自己先揀棄權。原本都係想扮睇唔到民
意啫，結果人哋真係交代講出事實，反對派咪仲
難堪。

竟被要求盡快交代理據
「杏林覺醒」同「真普選醫生聯盟」前日針對

陳沛然嗰票棄權發聲明，話對佢咁做「極為失
望」，話佢就算唔係關鍵一票、唔可以改寫結
局，都應該「憑着良心和專業精神，為香港人投
下神聖的反對票」，要求佢「盡快公開交代投下
棄權票的理據」喎。

「近半市民贊成修議規」
交代咪交代囉，怕你咩？陳沛然噚日就發返聲

明，話自己過去幾個月出席咗10幾個醫學學院
畢業典禮，每次都有醫生向佢提出批評，認為應
該支持政府同議事規則修訂，「字眼和語氣比
《杏林覺醒及真普選醫生聯盟的聲明》更尖銳、
更嚴厲。我亦留意到中大的民調結果，近半市民
贊成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換言之即係質疑，
得你哋惡晒咩？所以喺反對同棄權之間，佢就揀
咗棄權啦。
佢又話，自己誠心接受意見和批評，喺辯論嘅

過程中，佢都有講過反對有關修訂內容，亦想利
用時間換取空間，希望正反雙方可以商討，「可是辯論愈
來愈情緒化，愈來愈多人身攻擊、意氣之爭，無助解決事
件。」
所以話，政客成日話為咗香港人，唔通真係個個都為香
港人咩？香港人主流想通過議事規則修訂，佢哋咪又係拉
布，仲想鬧埋唔肯同佢哋一齊反對嘅人，真係幾「民主」
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何靖闡述十九大內涵
提新定位新使命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