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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怒打紙小人 斥阻發展
民間團體立會外挺「一地兩檢」批反對派盲拉損民生

高鐵「一地兩

檢」條例草案在

幾經波折下，昨

日終於三讀通

過。會議舉行期間，多個民間團體合共數十人到立法

會外請願「撐高鐵」。他們譴責反對派議員為反而反，

多次在議會內拉布兼搗亂，連番阻撓有利經濟、民生

的政策和措施落實，阻礙香港發展，日前更發動暴力

衝擊行動，破壞議會秩序更令立法會保安員受傷。他

們批評反對派居心叵測，有人更以「打小人 」方式表

達對反對派議員的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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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香港運動」逾四
十名成員昨日拉起

「亂港泛民醜化高鐵，我要兩
檢打倒小人」橫額，並手持印
有「凡事都反乞人憎」、「醜
化高鐵正垃圾」、「『佔中』
泛民入獄找數」及「為咗黑金
枉做小人」等字句的標語，高
呼「『港獨』『泛民』、正一
小人」、「凡事都反、最乞人
憎」及「我要兩檢、打倒小
人」等口號。
他們表示，高鐵「一地兩
檢」是純粹的利民民生議題，
反對派卻仍堅持為反而反，在
議會內搞破壞阻撓議程，「這
些議員與所屬政黨，很多都是
對香港產生深遠破壞的『佔
中』禍首。」他們狠批反對派
議員是擾亂香港生活的「小
人」，因此他們要「打小人驅
邪」。

「保港」：等你黑金沒手收
他們依民間風俗，將相關反
對派議員的頭像印成「小人
紙」，邊敲打不銹鋼盆邊用拖
鞋用力敲打「小人紙」，同時
高呼打小人「打你隻小人手、
等你黑金沒得收」及「打你個
小人肚、等你成日被人告」等
口訣。
旁邊立法會廣場有反對派支
持者集會，一度有人到建制派
示威區挑釁，聲稱示威者賣
港，反被示威者痛斥為「漢奸
走狗」，雙方互相指罵情緒激
動。立法會保安竭力隔開雙
方，幸未引發進一步衝突。
另一示威團體「珍惜群組」
十多名成員拉起「集氣祈福
『一地兩檢』通過、支持議會
主席去邪撥亂造福市民」及
「『泛民』為反而反、漠視市
民生命福祉、塌樹烏龜縮不負
責任」等橫額，手持「『一地
兩檢』乘高鐵、香港新里程」

及「『一地兩檢』方便快捷、
萬眾期待」等標語牌，並高呼
「支持一地兩檢、我要方便快
捷高鐵」及「良心市民、支持
『一地兩檢』」等口號撐議
案。

「珍惜」讚梁君彥護秩序
他們批評反對派以暴力衝擊

議會秩序，並大讚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剛正不阿、去邪撥亂主
持立法會，為香港前途堅持維
護立法會秩序。
他們譴責反對派議員為反而

反，荼毒年輕人，如早前陳淑
莊及區諾軒等以無知壓迫專
業，反對砍掉有危機大樹，不
久便發生倒樹壓毀港大校車事
件，幸無學生受傷，他們二人
卻即時「烏龜縮」，逃避責
任。
他們並指，高鐵「一地兩
檢」非常方便，能幫助香港取
得很大發展，為700萬市民帶
來很大方便，是香港發展的新
里程碑，因此堅決支持立法會
通過「一地兩檢」議案。

「關注聯盟」靜默挺議案
逾二十名「港人關注聯盟」

成員採取靜默方式示威，他們
拉起「順應民意、快通高鐵、
支持剪布、法案通過」橫額，
並手持「『一地兩檢』民心所
向」、「支持西九『一地兩
檢』」、「開通高鐵振興經
濟」、「高鐵通車眾望所歸」
及「立法會順利通過高鐵」等
標語牌，支持議案。
團體召集人指出，高鐵方便

市民，沒理由反對，「內地誰
不坐高鐵？」他批評反對派衝
擊議會拖延審議只是無理取
鬧，「我們作為關注香港民生
的市民自發組織，這次決定站
出來沉默表態，支持一地兩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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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網名）：林卓廷這些
所謂「泛民」議員，不是真民
主，是「民主狂犬病」，是反

社會人格的表現。高鐵是利民措施，是香港文明的
進步，身為議員應促進香港文明的進步，而不應背
道而馳。暴力衝擊立法會根本是打着民主旗號反民
主的行為，這些議員的真實目的不是促進香港民
主，而是想推動「香港獨立」，因此竭力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
徐先生：反對派議員是有心拖延審議「一地兩

檢」，希望搞亂香港，阻止香港與內地的融合。這
種行為真的不要得，尤其用暴力手段破壞議會秩

序，更加不能容忍。香港人都是中國人，血脈相
連守望相助，沒有國家支持，哪有香港的繁榮？
高鐵「一地兩檢」就是國家幫助香港發展的重要
項目，既方便市民出行，又幫助香港與內地融
合，把握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歷史機遇，不能錯
過。
黃女士：反對派議員暴力行為「認真醜」，以

前只在台灣見到，想不到被搬至香港，實在低層
次。他們一味破壞立法會秩序，破壞香港發展，浪
費香港人時間，應該被譴責。高鐵「一地兩檢」讓
所有市民得益，絕對沒理由反對。
張女士：反對派議員的激烈行為，只是想浪費

香港人時間，浪費香港公帑，為自己爭取曝光，是
政治「抽水」，幾十人做場戲，阻礙幾百萬人利
益。現時回內地要花大半天時間，這些人不想坐高
鐵就別坐，為什麼妨礙700萬市民？路通才能財
通，高鐵「一地兩檢」對香港的經濟、民生都有很
大幫助，一定要通過。
何先生：反對派議員只是在做戲，明知道不可

能阻礙大多數市民支持的高鐵「一地兩檢」，只是
用激烈行為爭取激進選民的選票。他們的行為有損
香港形象，讓國際社會以為香港人都那麽蠻不講
理。高鐵方便快捷，增強兩地經濟、人才交流，促
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有百利無一害。反對派竭力
破壞兩地交融，目的其實是想通過破壞香港來損害
國家，相信是表現給背後金主看。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日前二讀辯
論《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期間，反
對派議員肆意搗亂，混亂中有兩名立法會保安員受
傷。工聯會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發表聲
明，強烈譴責有議員在會議期間作出危險行動，事
後更推卸責任，行為極不文明、不負責任。總會促
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盡快制訂措施，加強前線
保安同事的職業安全。
工聯會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在聲明中

指出，民主黨議員鄺俊宇當時站在桌上作出危險行
為。據了解，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驅逐數位行為不檢

的反對派議員，並要求他們離開會議廳，部分反對
派議員一度阻止保安行動，引至有保安人員受傷。

武力肢體衝擊罔顧安全
總會強調，立法會是議政場所，應以議會的理
性方式、而不是武力解決問題，但某部分議員長期
以一些極端手法表達意見，甚至利用激進及武力衝
擊的方式，「議員動輒以武力及肢體作衝擊，既罔
顧在場人士的人身安全，同時亦令執勤的保安同事
在工作時造成受傷的危險，行為極不文明，而且是
不負責任表現。」

就反對派議員聲稱有保安員使用「過分武
力」，總會認為，倘議員是以合作的態度去配合保
安員的工作，甚至是以正確的方式表達意見，今次
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聲明指出，立法會前線保安員因議員衝擊而造

成危險或受傷的事故接二連三地發生，故該會對立
法會保安工人的工作安全予以關注。他們促請立法
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要正視問題，盡快制訂措施，加
強前線保安同事的職業安全，防止事故再次發生。
總會再次關注對立法會前線保安同事的工作安

全，及強烈譴責進行不適當及危險行為令保安員受
傷、再而推卸責任的議員，並要求相關人士不要再
將其不當的政治行為演化為暴力，及對他人的傷
害。

工會譴責反對派傷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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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草案昨晚終於在立法會三讀通過，為高
鐵香港段的開通掃清法律阻礙。「一地兩檢」草案由始
至終獲得主流民意支持，反對派的抹黑乃至政治恐嚇完
全無法欺騙公眾、逆轉民意。他們阻礙「一地兩檢」通
過的企圖落空，反映市民清楚認識「一地兩檢」合憲合
法、高鐵便民利港，拒絕政治化干擾；更反證反對派漠
視民意、為反而反。政府和建制派各盡其職，以理服
人，眾志成城；立法會主席和草案委員會主席充分合理
運用權力，果斷制止反對派無底線拉布，都為「一地兩
檢」順利通過發揮了重要作用，值得點讚。

廣深港高鐵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一小時生活
圈」、鞏固香港樞紐地位的重要交通基建。高鐵極大便
利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帶來龐大經濟與社會效益，拓闊
港人發展空間，提升香港競爭力。按「一地兩檢」「三
步走」安排，粵港兩地先簽署合作安排，然後人大決定
確認「一地兩檢」符合憲法和基本法，「一地兩檢」擁
有堅實法律基礎；第三步是立法會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高鐵通車時實施「一地兩檢」的法律基礎和依據齊備。

「一地兩檢」獲得本港主流民意支持。立法會就條例
草案成立法案委員會，由2018年2月12日召開首次會
議，到5月7日完成審議，其間一共進行了19次會議，
包括17次共45小時的常規會議和兩次共19小時的公聽
會。兩次公聽會上，共有218位團體代表和公眾人士出
席，190位均明確表示支持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
檢」安排。民建聯日前調查結果顯示，63.3%的受訪者
贊成「一地兩檢」方案。「經濟通×晴報」聯合舉辦的
網上民調則發現，有86%民意不贊成反對派以點人數
及提中止待續拉布拖延「一地兩檢」審議。

但是，反對派對民意視而不見，千方百計抹黑攻擊

「一地兩檢」，「割地兩檢」、「違憲違法」等危言聳
聽滿天飛，企圖以「謊言重複100次就會變成真理」的
手法，誤導市民，左右民意，最終推翻「一地兩檢」。
但事實證明，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反對派聲嘶力竭、
扭盡六壬的拙劣表演欺騙不了市民，反而令支持「一地
兩檢」的民意更堅定。「一地兩檢」三讀通過，是民意
的勝利，亦反證反對派阻礙兩地融合、拖香港發展後腿
的企圖不得人心，必被民意唾棄。

「一地兩檢」審議期間，律政司、保安局、運房局等
部門的專責官員多次出席立法會，以極大耐心、不厭其
煩解釋，清楚表明「一地兩檢」合憲合法，不會損害市
民的合法權益。單在法案委員會接近3個月的審議過程
中，特區政府應議員要求和會議討論情況，總共向立法
會秘書處提交37份函件，務求讓法案委員會更深入了
解「一地兩檢」的安排，爭取到大多數市民支持；建制
派議員堅守崗位，嚴陣以待，有效防範反對派流會，為
「一地兩檢」的通過護航，彰顯了對香港的承擔。

「一地兩檢」草案得以通過，分別主持會議的草案委
員會主席葉劉淑儀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發揮了重要作
用，有勇氣、敢承擔。他們面對反對派變本加厲的拉
布，既保持理性態度，處理議員提出的問題，讓議員有
充足時間發問、討論；同時充分利用議事規則的權力，
規定限時辯論，敢於將破壞秩序的議員逐出會議廳，以
正當程序果斷剪布，粉碎了反對派無視議會規則和秩序
的不堪拉布，為「一地兩檢」審議劃上圓滿句號。

「一地兩檢」草案通過，高鐵今年9月開通在望。目前
高鐵正加緊試車，西九龍站各項工作正加緊完善，期望相
關部門全力做好高鐵開通的前期準備，不辜負港人的期
待，讓香港開啟高鐵時代，搭上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

「一地兩檢」通過是民意勝利 反對派無底線拉布失敗
消委會去年接獲7宗與醫療券相關的投

訴，較前年多4宗，雖然數字不算多，但令
人擔心是冰山一角。醫療券為合資格長者
看病提供津貼，鼓勵長者使用私人醫療服
務，緩解公立醫院壓力，是便民利民的德
政。不過實施以來，有無良醫生和商戶
「巧取豪奪」醫療券時有所聞，當局必須
加強執法和懲處，保障長者利益，更防止
公帑被詐取以飽私囊。

長者醫療券計劃可追溯至2009年，當時
是推出試驗計劃，資助70歲以上長者。到
2014年當局將計劃恒常化，除了將年齡門
檻降低至65歲，每年發放的醫療券金額和
累積上限亦不斷上升，現時每名合資格長
者每年可獲 2,000 元，今年更可額外多
1,000元，金額最多可累積至5,000元。

醫療券計劃並非發放現金，而是讓長者
可以到參與計劃的診所或醫生處求診，由
長者簽署使用醫療券同意書，方能使用戶
口內的金額，其目的就是確保醫療券提供
的資助僅限於與醫療有關的用途，不能用
於純粹購買用品。實施醫療券計劃，減輕
長者到公立醫院輪候求診之苦，讓他們能
夠選擇更及時適切的醫治，同時分流公立
醫院的病人，長者、公私營醫療機構均獲
益，一舉多得。

可惜，有部分立心不良的醫療機構和商
戶，為「賺盡」長者醫療券戶口內的資
助，對使用醫療券的長者收取較高的費

用，有中醫竟然收取長者5日藥費3,000
元；有的則游說長者用醫療券購買多餘的
用品，有眼鏡店游說長者以千多元同時購
置兩副老花眼鏡。以往更有中醫師冒長者
簽名，兌換醫療券，結果而被判監。不良
醫生、商戶利用相當部分長者對醫療券計
劃了解不多，對醫療券戶口的累積金額和
使用方法「蒙查查」，藉機謀利。而受騙
長者由於沒有直接的金錢損失，多數不會
追究。但是，這些奸商的行為違反醫療券
相關規定，等同騙取公帑；長者亦因為醫
療券資助額被侵蝕，到真有需要時不能使
用。

衛生署過去3年收到138宗涉及醫療券的
投訴，90多宗已完成調查，其中30多宗屬
實。衛生署只是接到受害人投訴，才作了
解並再派員調查，如發現涉及詐騙或專業
失德才轉介警方。執法過於被動、懲處不
足，導致醫療券被無良醫生及商戶佔用的
歪風屢禁不絕。過去4年，本港在醫療券的
開支上升1.5倍，單去年就達到15億元。
隨着人口持續老化，政府的醫療券開支將
有增無減。政府資助長者求醫、造福市
民，值得支持，但好政策亦要有嚴格規範
和良好執行，才能落到實處，有關方面應
加強主動執法，嚴懲違規奸醫奸商，並做
好醫療券使用的宣傳推廣，防範無良醫、
商佔長者便宜，把醫療券當作生財工具。

（相關新聞刊A7版）

加強主動執法 杜絕詐取醫療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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