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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昨日應廠商會邀請拉大隊

到工展會撐場。新鮮出爐的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譚耀宗、葉國謙，

及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立法會議

員柯創盛、何俊賢、蔣麗芸和黃

定光等齊齊到場消費，為本地品

牌打氣。不少市民都邀請他們合

照、簽名，更大讚建制派議員令

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打

贏咗場仗。」李慧琼指出，很多

市民都很討厭拉布，因此都希望

通過議事規則修訂後，議會可以

有新的一頁。

民記一行人由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
會長、工業界立法會議員吳永嘉及

廠商會一眾成員帶領下進場參觀。

獲邀合照簽名 來者不拒
有市民興奮表示：「平日睇相、睇新聞就

見得多，真人真係第一次見！」不少市民邀
請他們合照、簽名等，一眾立法會議員來者
不拒，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亦落力與
市民打招呼，把握機會與市民交流。
去到工展會，當然少不了購物環節。柯

創盛及何俊賢就停在一間茶莊前，表示拉
布期間象哥（黃定光）經常請各位戰友喝
普洱，所以「買返兩罐陳年普洱回敬
佢」。柯創盛則買了一些臘味放在立法
會，方便日後開會時間長，亦可「煮個飯
一齊食」。
雖然議事規則的修訂趕在聖誕前通過，

惟他們並未放鬆，何俊賢坦言現時只修改

全體委員會的法定人數，相信反對派點人
數的情況會在其他場合繼續。

蔣麗芸幫忙派試飲
蔣麗芸雖要到西九考察，但仍抽時間到

場支持工展會，不但購入一些花膠湯包，
更臨時化身售貨員幫忙派試飲，又買了金
華火腿、臘鴨髀等，滿載而歸地率先離
場。
其間，隊伍巧遇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他表示自己主要來視察由社會企業開
設的攤位，買了由新來港婦女製作的立體
畫，及社企「加油香港」出品、名為「得
米」的越南米。

訪社署攤位 象哥買仙人掌
隊伍其後亦到訪了社會福利署「創業展

才能計劃」的攤位，象哥買了一盆仙人
掌，更笑言「要放在葉國謙的椅子上」，

哄得大家哈哈大笑。
民建聯年年都來工展會捧場，李慧琼

指，工展會深受市民的歡迎，今年的氣氛
更熱鬧，即使是在平日下午亦相當旺場，
市民亦行得好開心。
她說，沿途獲得不少市民向他們打氣說：

「犀利！剪咗布！」「打贏咗場仗！」
她坦言，很多市民很留意議會情況，也

很討厭拉布，因此希望議會可以有新的一
頁，「放假嘅時候大家行下工展會，開心
下，我諗有助於開會後大家稍為平和
點。」
李慧琼也在會場內購物，買了一些食

品、咖啡及茶放在立法會，更掃了6包藍
莓穀麥片。象哥則笑言其老婆每日亦會
為自己準備穀麥片等健康早餐，所以自
己到工展會當然買一些「不健康」的食
品，並展示其戰利品，包括一些豬肉乾
及臘味。

民記拉大隊行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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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布窮途末路 反對派須改弦易轍

建制派打贏修改議事規則這場硬
仗，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勝利，不僅是
建制派的勝利，更是香港市民的勝
利，對香港未來發展和政治生態有多
重意義，包括：遏制反對派拉布禍港
殃民，使反對派拉布走向窮途末路；
有力轉變香港政治生態，大滅反對派
威風，大長愛國愛港陣營志氣；能確
保立法會和政府運作順暢，確保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確保香港經濟發
展和民生福祉得到保障。

反對派輸民意更輸形象
主流輿論甚至包括一些中間輿論，都
不約而同指出：「拉布用得太殘，泛民

必須變招。」「整場議規修訂戰役，無
論是過程還是結果，都反映濫用拉布不
得人心，『泛民』必須直面這一政治現
實。」「濫用拉布來爭取繼續拉布，恰
恰讓人覺得修改議事規則很有道理，
『泛民』因此而流失民意同情，可說咎
由自取。」「拉布操作變質，不得人
心，議事規則修訂通過，對『泛民』是
一次挫敗，可是換個角度看，也許亦是
一種解脫，可以重新思考如何再上
路。」
拉布已經走向窮途末路，反對派如果

改弦易轍，也許是一種解脫。港大民意
研究計劃上月公佈立法會議員民望，朱
凱廸排名由原來第3位跌至第7位，涂

謹申下跌2位排第3名、陳淑莊下跌2
位排第 6名、毛孟靜下跌 3位排第 8
名。這說明反對派拉布禍港殃民，觸發
民意反感，使其民望暴跌。
香港研究協會早前訪問超過1,300名

市民，要求他們就各政治組織與立法會
議員的表現進行評分。結果跌幅最大的
首4名均屬反對派政團，議員民望評分
跌幅最大的是拉布幹將朱凱廸、許智峯
等。反對派若執迷不悔，未來肯定會受
到民意進一步懲罰。
反對派濫用拉布惹市民反感，尤其當

這種伎倆不擇手段、喪盡天良時，反感
程度更甚。
民主黨議員黃碧雲在眾目睽睽下衝撞

騷擾別人卻「屈」對方性騷擾，事件之
無恥令人驚訝，但想不到沒有最無恥只
有更無恥。事後，公民黨議員譚文豪竟
然在立法會顛倒黑白炒作事件，誣衊謝
偉俊「原始性格走晒出嚟」，還添加情
節指謝偉俊「用身軀壓住」黃碧雲云
云，言論猥瑣，自暴其醜。之後「人民
力量」議員陳志全竟利用南京大屠殺80
周年拉布，連悼念國難的日子也要「抽
水」，如同在同胞傷口上灑鹽，所為十
分可恥。

勿在拉布死路走下去
在上周五立法會表決修改議事規則

議案關鍵一役中，反對派為阻攔議案
通過，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歪
招、損招、爛招、茅招、怪招、陰
招、邪招、毒招、絕招盡出，種種瘋
狂的行徑令人匪夷所思。其間因應反
對派三度騷亂暫停會議，11名反對派
議員因衝擊和包圍主席台、襲擊保安

員、用防狼器騷擾會議、搗亂後耍賴
以鐵鏈將自己鎖在座位上、撕爛議事
規則、高聲叫囂辱罵加肢體衝撞、發
起騷亂等，被裁定行為不檢，先後被
逐出或抬出會議廳。反對派輸了民
意，更輸了形象。正如有輿論指出：
「企圖『靠拉布續拉布』的『泛民』
淪為雙輸，既輸票數，亦輸民意，還
要面對補選失利的危機。」
有輿論替反對派的慘敗歸納出五大

原因，包括六名候任議員因辱國辱誓
被DQ而喪失分組點票否決權、建制
派團結一致「硬闖」、政府全力「助
攻」、民意反對拉布並支持剪布、反
對派陣營欠團結。實際上，拉布不得
人心，才是導致反對派慘敗的主要原
因。
建制派打贏修規硬仗，充分說明損民

福祉、害民生、逆民意、失民心的拉
布港人深惡痛絕，反對派必須改弦易轍
才有出路。

經過修改議事規則一役，反對派拉布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主流輿論甚至包括一些中間輿論，都不

約而同指出：拉布不得人心，反對派必須直面這一政治現實，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再上路。的確，反

對派拉布已經窮途末路，非理性報復更是自掘墳墓，反對派必須改弦易轍，勿在拉布的死路上走下

去，亦勿利用香港民生福祉作為報復工具。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市民讚修規「打贏仗」

陳 方 安
生日前被問
到港島區補

選會否支持「香港眾志」的周庭，
陳方安生話，「唔太認識呢位女
士」。「香港良心」竟然唔識「學
民女神」，「女神」真是好打有
限，補選選情恐怕不妙。

周庭代「眾志」出征，參選明年
3月的港島區補選，給人的唯一感
覺就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
鋒」。黃之鋒、羅冠聰官司纏身，
自顧不暇；稍有名氣的林淳軒疑穿
櫃桶底被逐出門；環顧「眾志」內
部 「竟無一人是男兒」，「女
神」只好臨時拉伕、趕鴨上架，望
搶返個議席。「女神」雖然有樣，
但論名氣、戰績，戰勝算渺茫，若
有更好選擇，相信反對派不會推她
出來。可見反對派真的無人可用，
難怪有網民大呼：「爛橙揀唔落
手」。

普通人不認識周庭並不奇怪，但
陳方安生作為老牌政客，不可能對
周庭一點了解都沒有，話「唔認
識」不過是不想太落「女神」面，
其實根本就「睇唔起」。陳方安生
在香港乃至國際，都是「響噹噹的
人物」，「香港良心」不是浪得虛
名，想當年港島區的立法會補選，
代表反對派出戰的正是陳方安生。
如今，又遇到港島區補選，難道周
庭會成陳方安生的接班人？周庭不
過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丫頭，雖然
有「女神」光環，但怎能和陳方安
生相提並論，難怪陳方安生話「唔
太認識呢位女士」。

周庭有何拿得出手的威水史？最
為人熟知的，莫過於非法「佔中」

期間臨陣脫逃，因為「驚死」而辭任「香港眾
志」前身「學民思潮」發言人。聯想到最近
「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仰棄保潛逃，原來毫
無擔當、有難先走，就是這些所謂政治明星的
共同點，這些人是些什麼貨色，將香港交給他
們，又怎能令人放心？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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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常「眾
籌」的反對派，全年都有不同的籌款理由。民
主黨每年一度的周年黨慶即將來臨，正是「撲
水」的「好日子」。有該黨立法會議員私下透
露，黨內多名「元老」級人物相繼退下火線，
直接影響該黨的籌款能力。為維持該黨的資金
流，遂決定加重立法會議員的「孭數額」：要
求每名身為立法會議員的黨員各「認賬」30萬
元，希望今年黨慶能夠籌得700萬元以上，以
應付未來連場選舉工程。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該黨換屆初期，外界
可能抱有「臨尾賀一賀」的心態，令籌款成
績相當滿意，但換屆後，由於年輕領導層在
政界及其他層面的聯繫較弱，令該黨籌款能
力大減。
為此，民主黨初步決定加大每名立法會議員

的籌款力度，包括要負責30萬元的籌款額、
街站、獎券及籌款晚會的買枱入手，又相信以
民主黨的「牌頭」不愁籌款額，初步目標為籌
得700萬元或以上，「儲彈藥」應付2019年新
一屆區議會選舉，2020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及擴展黨務。

新丁籌20萬 連任須30萬
另外，民主黨決定推行「財政新風格」，即
「開源兼節流」。根據最新方案，每名議員由
過往每年只需籌款6萬元，大幅增至「新丁」
議員須每年要籌款20萬元，連任一屆的議員
就必須籌到30萬元以上。

鄭泳舜讚深水埗人情濃地氣多 田北辰倡一半財盈還富於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實政圓桌」立
法會議員田北辰與6名區
議員昨日與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會面，建議新年度財
政預算案訂立運用財政盈
餘的機制，一半用作儲備
投資，另一半還富於民，
又建議擴闊稅基，研究更
累進的個人入息稅、利得
稅、股息稅、資產增值稅
或奢侈品稅等。
田北辰昨日在會面後表示，為協

助本地大學生向上游的機遇，他們
建議特區政府應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的機遇，包括由內地與香港特區政
府各提供一半補助金，補助港資企
業在大灣區開設大學畢業生初級職
位，同時為區內工作的港人提供優
化稅務安排，如只要在大灣區即日
來回，可按半日計算，盡量令有關
人士不用繳付內地稅率。
田北辰又提出善用空置樓宇，紓

緩租金升幅的壓力，特別是有部分
發展商囤積一手樓，在申請「入伙
紙」後一直不放售，根據《香港物
業報告2017》，私樓單位截至去年
底的總存量為115.8萬個，空置率
為3.8%，涉及43,657伙，具很大的
潛力，故建議引入住宅物業空置
稅，並參考加拿大溫哥華的經驗，
利用新式軟件偵查單位的用電量查
出有關單位是否空置，並要求業主
繳交空置稅。

每個用心服務街坊的區
議員，都有着他和街坊獨

特的故事。民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
（Vincent）昨日就在facebook上發佈了一
段短片，與網民分享他和深水埗街坊的點
滴。他說，近年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他運動的
一面，知道他喜歡運動、跑步、參加「鐵人
賽」等，但其實自己也有深入社區的一面，
並因此獲益良多，「2007年參選，成為深
水埗區議員。轉眼間，10年走過，中間經
歷過的、學懂過的、接觸過的人，沒有因為
時間長已（而）變淡，反而是人情更濃、地
氣更多。」

短片分享與街坊接觸點滴
短片講述了他和其中兩名街坊的接觸。

首先是在深水埗福華街的排檔賣了十年衫的
蕭太。Vincent說，蕭太每日由早上9時到
晚上9時都在看守着排檔，做小販生意既要
招呼客人，也要應付政府部門的監管，「有
一次她和我說，做生意很辛苦，自己就思考

有什麼可以幫到她。」另一名街坊利先生，
每個星期三早上到去到Vincent的街站，為
街坊量血壓，也和老朋友聊聊天，10年來
都風雨不改。
Vincent說，與街坊接觸的點滴，都令他
有改變或體會，「10年服務社會的生涯，學
識了很多社會被遺忘的一面，認識了很多難
得的朋友，正正是這些一頁一頁的經歷，成
就了今日的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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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辰(右四)等見記者。

■左右圖：民建聯成員參觀工展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鄭泳舜與深水埗街坊合照。 短片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