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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事規則》修改通過之後，本
周三舉行首次大會，反對派在會上提交呈
請書，企圖狙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高鐵
「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決定，但因
未達修改議事規則後需35人支持的門檻而
未能通過。修改議規的正面效果已經顯
現，而且未來意義會越來越大。

本周三立法會一復會，「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便
聯同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及「香港本
土」毛孟靜提交呈請書，聲稱要將呈請書交由內會處理，
深入討論人大常委會就高鐵「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決定
過程和影響。21個反對派議員站立支持。然而，議規經過
修改後，提交呈請書的門檻由20人提升至35人，故呈請書
因人數不足而未能通過。反對派惱羞成怒之下，集體離開
會議廳，又聲稱修訂議規的壞影響已浮現。

修訂議規正面效果已經顯現
反對派稱修訂議規的壞影響已浮現，但恰恰相反 是正
面效果已經顯現，因為反對派過往經常把呈請書作為製造
政治爭拗的舞台，白白消耗了議會寶貴的時間。立法會去
年12月15日通過了建制派議員提出的24項《議事規則》
修訂，這一戰役的勝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不僅是建
制派的勝利，更是全體香港市民的勝利，將對香港未來產
生積極影響，意味着反對派濫用拉布來癱瘓議會運作、無
理拖延法案審議及通過的空間將大為減小，立法會和政府
運作將重回正常軌道，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將能得到應有
的適切保障。
修訂《議事規則》其中一項，就是收緊呈請書制度。這
是擊中反對派要害的其中一項。以前規定是「呈請書提交
後，如有議員即時起立，要求將呈請書交付專責委員會處

理，立法會主席即須請支持此項要求的議員起立；如有不
少於20名議員起立，呈請書即告交付專責委員會處理。」
據此，反對派可不斷成立專責委員會干擾立法會運作，以
及打擊抹黑政府和公職人員。

有效遏止反對派拉布
修改議規的正面效果已經顯現，而且未來意義會越來越

大，不僅可減少「一地兩檢」本地立法和《國歌法》本地
立法的障礙，也增加了特區政府對23條立法的底氣。
高鐵香港段將香港同內地2萬公里的高速鐵路網相連，

「四縱四橫」中的兩縱上海及北京可以實現朝發夕至。對
於香港所在的珠三角地區來說，「一小時生活圈」近在咫
尺，更有助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鐵「一地兩
檢」工作，第一步是與內地達成合作安排；第二步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去年12月27日通過「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決
定，有關決定有最高法律效力，不容質疑；第三步為本地
立法，特區政府的目標是近日向立法會提交草案，7月前
通過立法。反對派聲稱「誓要拉布阻攔『一地兩檢』立
法」，「『一地兩檢』方案必須胎死腹中」。修訂《議事
規則》後，可遏制反對派拉布阻攔「一地兩檢」本地立
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12月4日通過將《國歌法》列入港
澳特區基本法附件三的決定，使《國歌法》成為港澳特區
必須遵守的全國性法律，此舉有利於維護國家尊嚴、民族
尊嚴，有利於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有利於
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非常及時且必要。《國歌法》在
未完成香港本地立法的空窗期，香港再三發生噓國歌事
件。反對派不斷散佈危言聳聽言論，試圖阻礙《國歌法》
本地立法。修改議規後可減少《國歌法》本地立法的障
礙。

反對派政治化僭建事件 圖破壞良好局面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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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出
席答問會作開場發言時，提到早前通過
的施政報告致謝動議，稱雖然外界認為
只是一般傳統，但她視為是對其本人及
團隊的鼓勵。林鄭呼籲，各位立法會議
員以嚴謹、務實態度對待各項工作，而
她擔任特首半年以來，對香港前景感到

樂觀，會以遇事不避難態度為未來作投資及落實各項工
作。

反對派醉翁之意不在酒
林鄭表示，此次畢竟是特首答問大會，是回答社會關
注的民生問題。此外也強調，鄭若驊司長其實已經交代
過僭建事件，她希望大家用包容態度去看這件事。她又
指，物色和委任律政司司長的過程，時間是非常短，可
以想像鄭若驊作為資深大律師、國際仲裁員，她有很多
事都要處理，在鄭若驊身上的壓力，可能在她自己身上
或許都承受不到。
但是，反對派議員對鄭若驊僭建事件窮追猛打，將事

件政治化，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僅要打擊政府管治威
信，令賢能之士對進入「熱廚房」敬而遠之，而且要逆
轉林鄭履任特首以來的良好開局，企圖再把香港拖入

「泛政治化」的漩渦，導致社會又嚴重內耗和爭拗、經
濟又停滯不前、民生又不彰，好讓反對派倒行逆施、興
風作浪。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2月15日會見首次赴京述職的
林鄭月娥，習主席對林鄭說：「我很高興地看到，你
就任行政長官以來，帶領管治團隊依法施政，積極作
為，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出一系列政策舉
措，加強同各界人士的溝通，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實
現了良好開局，得到了香港社會各界廣泛認同。中央
對你和新一屆特區政府這段的工作，是充分肯定
的。」特首林鄭月娥和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後，聚焦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帶來了新氣象，謀發展已經成
為社會主旋律。反對派議員在鄭若驊住宅僭建事件上
發難，是要破壞謀發展的社會主旋律，挑起社會矛
盾，干擾香港發展的大方向。
反對派一直以狙擊問責官員的僭建攻擊政府，但反對

派先後被揭發涉及霸官地、霸天台、僭建簷篷等嚴重違
規行為，且多數人毫無悔意，不作跟進。反對派的政治
人物本身亦有包括僭建在內的多不勝舉的問題，他們對
鄭若驊無限上綱上線的攻擊，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反對派冥頑不靈喪盡人心

鄭若驊住宅僭建事件是無心之失，政府有關部門亦展
開調查，鄭若驊本人亦已致歉，並配合有關部門的工
作。反對派議員為逆轉林鄭履任特首以來的良好開局，
竭力小事化大，上綱上線，他們如此殺氣騰騰，根本是
對香港目前良好形勢的瘋狂反撲。經過修改議事規則一
役，反對派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主流輿論甚至包括一些
中間輿論，都不約而同指出，「泛民必須變招」，「必
須直面這一政治現實」，並且好心相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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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反對派冥頑不靈，不願意重新思考如何再上
路，而是繼續走泛政治化的老路。反對派對鄭若驊窮追
猛打，意在打一場翻身仗，破壞香港良好局面，以便挽
回劣勢。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必須對反對派包藏禍心的
伎倆明確說「不」，廣大市民應大力支持特首和特區政
府排除干擾，鞏固香港得之不易的良好形勢。
林鄭透露，本屆立法年度會向立法會提交16項法案，

包括高鐵「一地兩檢」及國歌法本地立法，財委會亦有
不少於30項撥款建議，涉及1,300億元，可創造4.4萬個
職位，希望議員支持。建制派議員和廣大市民應挫敗反
對派將僭建事件政治化的企圖，排除干擾，確保立法會
運作進入正軌，支持政府施政，造福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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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應還朱經緯一個公道

退休警司朱經緯因執法過失而
被判監，引起市民不滿，連日來
不少市民走上街頭撐朱經緯，他
們認為，勤勤懇懇、盡忠職守的
朱Sir被判監，判決明顯不公，
市民以實際行動鼓勵前線警員不
要灰心喪氣。朱經緯已提出上

訴，希望司法系統可以糾偏，還警方一個公道。
違法「佔中」給香港法治、安寧造成前所未見
的衝擊，警方執法面臨嚴峻挑戰，承受巨大壓
力。可是，即使在這樣艱巨的情況下，警隊依然
保持克制文明執法，成功處理了「佔中」。包括
朱經緯在內的前線警員，明明是維護法治，勞苦
功高，本應受到社會的褒獎，但朱經緯卻因執法
的一時疏忽而獲重判，不能不令人對判決有所質
疑。例如，法官判定朱經緯對被打的鄭仲恆懷有
惡意，就值得商榷。
首先，如果鄭仲恆當日真的只是路過現場，是

普通的途經路人，相信朱經緯不可能故意針對
鄭，並揮動手中警棍打他。另外，從鄭仲恆的insta-
gram等社交網絡貼文可發現，他是「佔中」的激進
支持者，曾經長期在佔領區的帳篷逗留，又貼文留
言「趕住落去打××（粗口）啲差佬」。種種情
況顯示，怎麼也難以令人信服鄭仲恆他只是一名
無辜市民、而非故意到旺角添亂、挑釁警民。

法官裁決明顯偏向反對派

本案法官從她過往的裁決結果來看，明顯偏向
反對派。2015年7月13日，判處「佔中」期間用
鐵馬撞爛玻璃、意圖強闖立法會大樓的4名認罪
暴徒，各做150小時社會服務令；「佔中」參與
者陳玉峰的胞弟陳白山，因參與反東北發展衝擊
立法會，被警方調查時發現家中藏有大麻，認罪
後法官只判罰1500元。由這樣一名帶明顯政治偏
見的法官來處理朱經緯案是否合適？不少市民在
遊行中要求成立組織監察司法系統。民意是樸實
的，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容改變，但是司法系統是
否也需要反思、需要聆聽民意？
作為警隊警司，朱經緯應該受到各界監督，受

到更高標準的約束，但朱經緯也是執法人員，若
司法過於嚴苛，是否意味着警隊不應認真執法，
對參與激進違法者唯唯諾諾、放軟手腳？
有意見稱，前幾年有英國法院判處一名警員傷

人罪名成立，監禁8個月。案件是該警員處理示
威時，過度使用武力。一名英國學生參加反對加
學費示威時被警員圍困，在無力反抗下，被警員
用盾牌打斷牙齒。但是英國的案例和朱經緯案不
能相提並論，朱經緯只是疏散人群，更沒有使出
打斷牙齒的力量，執法中的技術性失誤，怎可以
被認定是惡意襲擊？
執法者受到重罰，違法者卻依然逍遙法外，煽

動生事，尊重法治的香港市民自然難以接受。市
民持續抗議，支持朱經緯上訴，就是希望司法系
統能作出公正公允、讓人信服的判決。

吳學明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執行主席

反對派濫用呈請失敗 修改議規意義重大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從六方面入手保護兒童

近日，嚴重的虐兒個案有所增
加，令社會大眾也重新聚焦在保
護兒童的政策和措施上。筆者相
信所有香港人見到每一單的虐兒
個案都會心痛和悲憤。民建聯家
庭事務委員會及婦女事務委員會
長期以來一直關注保護兒童的工

作，亦與不少相關的組織及團體會面交流，一起
推動優化現行保護兒童的政策措施。
首先，我們認為現時本港申報學生輟學及離校

個案只包括中、小學生，而不包括幼稚園學生是
不足夠的，也是制度上的一個缺失。政府應盡快
將通報機制擴展至幼稚園，同時訂明更清晰指引
及通報細節等。
其次，政府亦應增撥資源，讓一校一社工的政

策盡快擴展至小學階段，並提供相關專業培訓及
處理技巧，有效地讓受虐或有問題的兒童得到及
早識別、介入、跟進及救助。現時，政府只資助
學校聘請社工，但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有需要一

校一社工，容易令沒有駐校社工的兒童得不到適
切、及時的專業服務。
第三，我們要求教育局加強幼稚園及小學教職員

對有關防止兒童受虐的培訓，提高警覺性，並制定
相關指引，包括及早識別、介入及應對策略。
第四，我們促請社署加強危機家庭支援服務，

有關部門應評估現時香港家庭暴力的嚴重程度，
加強有關的社會福利服務、檢討處理和支援危機
家庭的專業服務模式，以及跨部門支援服務的相
應成效，並加強外展服務，向危機家庭提供高效
率、及時和到位的服務。
第五，政府應增撥資源，增加地區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的家庭支援服務，以提高家庭服務的覆蓋
面，並向家庭提供全面及一站式的服務，當中包
括家庭生活教育、親子活動、諮詢服務等。
最後，政府應加強宣傳工作，呼籲市民大眾提

高警覺，關心左鄰右里，多關注周圍的小朋友，
一旦發現兒童有傷痕及異樣，應立即伸出援手或
主動舉報，合力保護兒童。

顏汶羽 青年民建聯主席

李卓人「空手套白狼」借工友「過橋」

李卓人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輸掉議席，不甘寂
寞，不斷高調爭取曝光，最近又有新聞，但一曝
光即醜態盡現。早前深水埗海麗邨外判清潔工罷
工，「協肋」工友的職工盟成功「抽水」之餘，還
「替外判清潔工籌得」約28萬款項，撇除罷工開
支及發放給工友的津貼，款項剩下18萬。職工盟
秘書長李卓人指，剩餘款項將撥作「勞工權益基
金」。此「基金」的受惠對象，真是天曉得！
罷工為政棍提供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既能爭取

曝光和同情，也能博取選票和掌聲，食相差者更
「又食又拎」，把工運「生意化」，成為斂財工
具。搞工運抗爭無本生利，令人「佩服」。但私
下處理罷工捐項餘額，是否與捐款的原意相符？
是否應將款項退還捐款者？當初籌款目的何在？

為何不全用在受事件影響的工友？誰有權處置捐
款餘額？職工盟實在有需要解答一連串疑團，釋
除公眾疑慮。
借搞工運生財，很可能砸爛工友的飯碗，得益

者卻是幕後搞手，工友被利用成為籌款的工具，
令爭取勞工合法權益的行動變質。把工運抗爭變
成「產業」和「賺錢工具」，惹來其他政棍仿
效，香港將被「變質工運」搞到雞犬不寧。
金錢掛帥的工運，與政治僱傭兵無異。職工盟

「勞工權益基金」賺大錢，借工友「過橋」空手
套白狼。但是，職工盟要知道，基金的餘款可不
是「盈餘」，也不是「特殊收益」，不能「分
紅」。職工盟是工會而不是商業機構，李卓人更
有「袋住先」的往績，工友更要牢記這筆賬。

明辨

新年伊始，大陸開通M503北上航線及相關3條銜接航
線，台灣方面作出負面反應，指是大陸方面單方面改變現
狀，要求陸方立即停止相關飛行，並盡快協調雙方民航部
門啟動溝通。事實上，這條航路的開通，是有利中國大陸
民航以及國際飛往中國大陸航班的好事，不但符合國際民
航的相關規定，也得到國際民航組織的批准。台灣方面不
應作出不理智的反應，反而應該也讓台灣民航飛這條便捷
的航路。
其實，稍微了解兩岸事務人士都知道，有關M503航線

其實位於台海中線大陸一側，屬於上海飛航情報管理區，
設立和啟用該航線是大陸民航空域管理的常規工作，是大
陸方面為了解決長三角地區、東南沿海、南中國地區航路
擁堵而開闢的。之前，大陸每天往返長三角及珠三角1,200
餘個航班只能依靠內陸已飽和的A470一條航路，造成嚴重
堵塞及延誤，正點率僅有46%，亦帶來安全隱患。

符合國際民航規範
2007年，大陸便計劃在海峽中線西側劃設新的國際民航
航線，並與美國等多國航空專家共同完成航線的設計及評
估，經國際民航組織核准，指定該航線代碼為M503。在
這條航路的基礎上，配套設置了與台灣銜接的W121、
W122、W123 三條航線，事實上M503 航線加W121、
W122、W123橫向銜接航線，令兩岸航空往來更為優化。
M503及配套的W121，W122，W123三條通往台灣的連接
線，安全性及可靠性都完全符合國際民航組織的規範。
按照原計劃，大陸在2008年1月啟用M503及銜接的

W121，W122，W123，但遭當時的陳水扁政府極力反對，
美國也插手，站在扁政府一邊，加上其他種種因素，有關
新航路的啟用延後了。到2014年4月，針對大陸的A470航
路擁堵情況，國際駕駛員協會聯合會負責人致函時任中國
民航局局長李家祥表示：「我謹代表國際駕聯強烈敦促貴
方採取必要的改進措施，提升此空域的運行狀態。」A470
航線事實上的嚴重堵塞及安全隱患，使大陸不得不下決
心，在2015年3月5日正式啟用M503航線。
這時，台灣換了由馬英九執政，馬政府起初也認為

M503航線雖然在「台海中線」大陸一側，但太靠近「台

海中線」，對台灣的空防帶來影響。但馬政府與現在的蔡
政府有根本的不同，馬政府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有渠
道溝通，大陸為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照顧馬政府在台島的
民意，同意就此展開磋商。
最後，雙方達成共識，大陸將M503航線西移6海里，並

且在遇到氣流等氣象問題時只許向西偏航，而不能向台灣
一側偏航；此外，暫時只開通南下航線，而向北飛則暫時
不准；再就是，銜接的W121、W122、W123也暫時不
飛。
如今，大陸宣佈開通M503北上航線及相關三條銜接航

線，實際上是將原來押後做的事情做完整了，相信台灣民
眾以平常心看，也明白事情的是非曲直，對台灣只有好處
沒有壞處，所謂「單方面改變現狀」純粹「莫須有」。

停飛有關航線 台灣損失
據報道，自M503北上航線及相關三條銜接航線開通以

來，已經有東方航空、廈門航空，香港港龍航空、香港航
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的直飛兩岸或飛港台的航班開通，平均
每天約有20多個航班。事實證明，新的航線快捷、經濟、
安全。可是，台灣民航當局約談兩家大陸航空公司和兩家
香港航空公司，「警告」這些公司暫勿使用這些航路，否
則後果自負。
這可是十分不明智的做法。台灣媒體分析，「後果」可

能是減少航班，或將航班安排在欠佳時段；也有傳言聲
稱，台灣當局有可能勒令這四家航空公司停飛兩岸航線及
港台航線。如果走到這一步，恐怕兩岸民眾都不願意見
到。台灣當局採取這種惡劣做法，必然使到兩岸關係倒
退，對台灣的傷害比大陸更大。
眾所周知，航權是對等的。台灣若下令大陸及香港航空
公司停止直飛兩岸或港台航線，大陸及香港民航當局也可
對台採取同樣手段。發展下去，兩岸直航協議被撕毀，後
果不堪設想。若情況惡化，兩岸打起貿易戰，台灣每年從
大陸得到的巨額外貿順差會否打水泡？蔡英文政府最聰明
的做法，是接受大陸開通M503北上航線及三條銜接航
線，允許台灣的航班也飛這些航線，台灣的航空公司起碼
不用繞道飛，大省油錢。

台灣民航也應飛M503及銜接航線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