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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馮退黨未話參選
黃絲鬧定票爭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30
多名英國國會議員早前向英國外交
部發出聯署信，聲稱香港的法治和
基本自由「被侵蝕」，要求英國政
府「關注」香港情況，並視之為
「對港關係」的「優先考慮事
項」。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指，外
國議會不應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任意發表貶
低香港良好法治聲譽，並可能對法
治社會造成損害的言論，對香港發
展毫無助益。發言人重申，特區政
府一直堅決捍衛和維護法治，「一
國兩制」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實。
逾30名英國國會議員上周五向英

國外交部發出聯署信，聲言香港特
區政府利用法律「打壓民主運
動」，或令司法獨立「受損」，並
以「青症雙邪」梁頌恆、游蕙禎及
其助理衝擊立法會會議廳被判罪
成、「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
天琦因旺暴被判刑等事件為例，稱
《公安條例》「有違」聯合國人權
準則。

人權法治不變「篩選」純屬誤導
特區政府發言人前日重申，法治

精神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的基石，也
是「一國兩制」成功的要素。特區政
府一直堅決捍衛和維護法治，律政
司只依據適用法律、相關證據和《檢
控守則》處理所有刑事案件，當中不

存在任何政治考慮，法院亦是獨立進行審判。
發言人強調，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區一直嚴

格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充分體現「一國兩制」得到全
面和成功落實，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的。特區
居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基本法、《香港人權法案
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例的充分保障。
就聯署信引「青症雙邪」的宣誓問題對人大

釋法提出質疑，發言人指，根據香港基本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享有香港基本法解釋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香港基本法的權力，是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的
一部分，亦為香港法院所認同。
發言人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6年的
《解釋》，清楚說明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含
意和違反該條文的後果，亦明確了指定包括立
法會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宣誓要求，任何關於
「政治篩選」的指控均屬誤導和缺乏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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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目前運輸及
房屋局要負責運輸及房屋兩大民生範疇，有意
見認為該局工作量太大。全國政協副主席、前
特首梁振英憶述，上屆特區政府上任前提倡架
構重組，其中建議成立房屋規劃及地政局，統
一土地房屋工作，卻被反對派在立法會拉倒，
當時連帶創新及科技局和文化局也要「陪
葬」。他又說：「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則，
撥亂反正，是對的。」
梁振英日前在facebook發帖指，上屆特區政
府就任前，委託當時的政府向立法會提出重組
政府總部架構的要求，其中將規劃、地政和房
屋這三個密切相關的工作統一在一個政策局，
以改變房屋和運輸在一個局、規劃和地政在另
一個局（發展局）的不合理安排，結果被反對
派拉布而不能成事。
他認為，土地和房屋分屬兩個局、運輸和房

屋屬於一個局的架構安排，除了不利於統籌好
土地和房屋關係外，也令運房局工作量太大。
梁振英舉例指，大量交通基建的工程量近年

進入高峰期，包括高鐵和「一地兩檢」、其他
港鐵工程、港珠澳大橋、蓮塘/香園圍口岸、
中環灣仔繞道、機場第三條跑道等，對運房局
已經構成巨大工作壓力，加上公共交通的票價
問題、積壓的房屋問題及突發性事件，令局長
和一眾公務員工作百上加斤。

修改議規 撥亂反正
他批評，反對派拉布的犧牲品還有兩個局，

一是延遲了兩年才能成立的創科局，二是至今
仍未成立的文化局，並提到當時向立法會提出
的文化局職能，將會從民政事務局接掌文化和
西九文化區的政策職能、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接掌電影及創意產業的政策職能、從發展局接
掌文物保育的政策職能。
梁振英最後強調：「立法會通過修改議事規
則，撥亂反正，是對的。」

CY批拉布阻改組
累建屋忙死運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
田北辰昨日表示，不再競逐連
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副主席，
希望可「毋須顧忌身份」地在
議會論政。建制派內部指出，
由於事出突然，他們目前還未
有替補的最後人選，但綜合各
因素評估，民建聯副主席陳克
勤、張國鈞，「G6」的金融界
陳振英及工業界（第二）吳永
嘉都是合適人選。
田北辰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
時解釋，他不再競逐財會副主
席是考慮到「欠債要還錢」：
自己做財委會副主席，要「求
票」，「反對票又不能投得太
多、唱（反調）得太行」，更
稱很多時候「不能講到心裡
話」，「求了票，人哋搵我幫
手，我又有時制、有時唔制。
大家明白副主席唔係普通位，
個個都爭，會對你有期望，而
身為副主席，反對票不能投得
太多。」
被問及他認為誰可擔任副主

席時，田北辰就笑稱：「大把
人排隊啦，最硬淨嗰個啦！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

建制勝任者多 冀因才候補
多名建制派議員指，財委會

正、副主席位置，需要每年進
行選舉，田北辰「請辭」某程
度上未有打亂安排。
有議員則形容田北辰主持會

議的表現「簡直令人抹一額
汗」，「在他擔任主席的鐵路
事宜小組上，竟然可以通過
『要求陳帆落台』的無約束力
動議，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
情」。
在接替人選方面，據悉在各

熱門人選中，陳克勤正擔任保
安事務委員會主席，同屬重要
的位置，張國鈞亦將接「建制
派班長」廖長江棒，出任政制
事務委員會主席，難以分身。
兩人的黨友鄭泳舜則新入議

會，是否要作安排讓他有更多
表現的機會，目前言之過早。
在其他人選方面，有人就提

到吳永嘉和「G6」的陳振英。
有建制派議員認為，陳出身金
融界，對財務文件較易上手，
最重要是陳善於溝通，與反對
派「有偈傾」，加上他未有重
任在身，可以兼顧更多。
目前，財委會主席為「G6」
的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被問及由
兩名「G6」成員當財委會正、
副主席是否合適時，有建制議
員認為，最重要是因才而用，
不應單以黨派考慮。

田北辰棄選財會
「建議」葉太替補

港鐵沙中線紅磡站
工程問題一事，特區
政府前日已公佈獨立

調查委員會的成員、職權範圍等細節，委
員會半年內會提交報告，把真相還原於公
眾眼前，惟反對派繼續炒作。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昨日在立法會大會
上，動議根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要求港鐵出示沙中綫工程承建
商及分判商所提交，有關紅磡站擴建工
程的資料。
特區政府不支持動議，形容另作調查
是架床疊屋，有可能影響調查委員會及
執法機構的調查工作，呼籲議員反對議

案。
昨日是立法會「暑假」前最後一次大

會，林卓廷提出引用特權法，要求港鐵到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出示沙中線承建商及
分判商中科興業有限公司、泛迅建築有限
公司和禮頓建築（亞洲）有限公司，就紅
磡站擴建工程質量問題，提交的所有文
件、相片、會面記錄和通訊記錄，及所有
其他相關文件。
他聲稱，港鐵早前的內部調查報告中，
把中科的說法「完全刪去」，令立法會及
公眾無法全面了解中科指控的詳細內容。
署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蘇偉文發言時強

調，特區政府認為安全課題須高度重視，

但不支持相關動議。

蘇偉文駁林卓廷甩漏方案
他解釋，調查委員會將就事件進行獨

立、深入及全面的調查，可以預期委員會
會詳細檢視一切與事件相關的文件，包括
3間公司提交予港鐵公司的文件、相片、
相關的記錄和資料，屆時有關資料都會披
露在大眾面前。同時，警方亦已展開調查
工作，相信亦會覆蓋上述及其他相關的文
件。
他直言，相對調查委員會所得到的資

料，林卓廷僅要求獲得三方向港鐵公司提
交的資料，並不包括三方沒有向港鐵公司

提交的資料，資料既不完整、也不全面，
未能有助全面了解事情。若提交的記錄和
資料有不清晰甚至有矛盾之處，有關單位
或人士便需作出澄清和回應，變相成為就
該等記錄和資料進行調查。
蘇偉文認為，這不僅是架床疊屋，亦可

能會令調查失去焦點，甚至影響調查委員
會及執法機構的調查工作，對還原事件的
真相、解決問題及力求改善各方面均沒有
幫助，故特區政府認為讓調查委員會釐清
事實是適合和穩妥的做法，呼籲議員反對
議案。
有關辯論今日繼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調查委會獨立全面 何須特權法「蛇足」

立法會昨日舉行暑假前休
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民建聯
一眾議員昨日特意請在場傳
媒食蛋糕。民建聯主席李慧
琼指，在過去一年，傳媒在
立法會一樓綠地毯的範圍內
追訪一眾議員，「大家辛苦
晒」。負責購買蛋糕的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就祝願
大家，「身體健康、升職加
薪。」■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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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政事務局建議
斥資近5,000萬元，在觀塘海濱建音樂噴泉。立
法會工務小組昨日再次審議有關建議，反對派在
提出中止待續遭到否決後，續而多次提出臨時動
議拉布，惟全部遭建制派否決，工程最終以22
票贊成、16票反對獲通過。
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佔地約3,740平方米，

估計工程費為4,970萬元，擬興建有動畫燈光及
音響效果的音樂噴泉、互動的跳射噴泉與嬉水
區，以及過濾機房，並提供相關配套設施。
政府早前曾提交觀塘海濱音樂噴泉工程撥款予
工務小組審議，但在上月被工務小組否決，其後
政府修訂文件，將噴泉部分範圍改為嬉水區，第
三度闖關提交撥款申請。
觀塘區議會20多名建制派區議員早前已發出
聯署信，指項目2013年已得到觀塘區議會支
持，認為立法會工務小組應尊重區議會的決定，
要求盡快通過音樂噴泉項目。不過，項目在過去
幾次會議在反對派拉布下遲遲未能通過，工務小

組延至昨日審議有關建議。

梁美芬：不應為難民生項目
民主黨的質疑政府的修改屬「小修小改」，並

未有諮詢區議會意見，而且有關項目已多次討論，
早前更被否決，批評觀塘區議會沒有思考如何用
5,000萬元，做更符合公眾及市民利益的事。
經民聯梁美芬批評反對派拉布，指立法會應尊

重區議會意見，不應為難獲區議會通過的民生項
目。
昨日會議續審新民主同盟范國威於上次會議結

束前提出的中止待續動議，最終以14票贊成、
22票反對被否決，其後多名反對派議員又各自
提出臨時動議，但最終亦全數被否決。
在建制派的支持下，觀塘海濱音樂噴泉項目最

終以22人支持、16人反對獲得通過，將提交立
法會財委會審議，撥款項目亦包括在灣仔區興建
摩頓臺活動中心，而財委會將於7月13日及下周
一至三舉行最後一次會議。

建制堅守 觀塘海濱可建噴泉

自從喺上次立法會補選畀主流反對
派迫到無得做「Plan B」之後，老

馮就一直單單打打，除咗不滿主流反對
派同小麗老千欽點李卓人做今次補選
「Plan B」，佢本新書亦都有傳會對主
流反對派作出大控訴，更加有指佢會喺
今次補選落場，同小麗老千或者李卓人
撼過咁話。

民協搶風頭 做「基蟲」爆料
民協噚日喺採通嗰度話，老馮最近寫
書回顧從政同社運經歷，刺激到佢思考
自己未來喺社運、政治同民協嘅角色同
位置，加上佢有意集中精力發展「民間
壓力團體」，所以今日會同佢一齊開記
者會交代佢去向。
雖然篇採通都已經寫得幾明，但唔知
係咪信唔過「黃絲」啲理解能力，施德來
揀咗佢哋最鍾意睇嘅《蘋果日報》，搶先
一步講老馮會退黨，一於畫公仔畫埋腸
入面啲嘢。
施德來話，老馮退黨唔係同民協「有
咩唔啱」，今次只係老馮一個退黨，無

撬人走，佢之後會專注發展佢檔「壓力
團體」，主打扶貧、房屋、醫療問題，
檔嘢亦都會同民協建立「合作夥伴關
係」。
施德來仲好似老馮肚入面條蟲咁，話

老馮覺得如果繼續孭民協個牌頭，民協
嘅選舉工作會令到佢難以兼顧「壓力團
體」喎。

黃絲講扶青 自己想世襲
人都走啦，班仇老「黃絲」都仲係要

將老馮片到體無完膚。「Tony Choi」
寸佢回晒塘，仲當正佢會選今次補選
咁，叫佢應該「反思己過」，「你成日
話要為巿民做實事，咪係時侯（候）退
落嚟，專心扶育年青（輕）一代，為地
區為市民重新植苗囉。馮檢基！大時代
活輪係唔等人，過咗氣就不要強求。咁
多年啦！要清醒喇。」
「Paul To」就話佢存在嘅目的只有一
個，「就是鎅（）票」，「Well
Lee」就覺得佢想借呢單嘢谷新書銷情。
不過，「益友」唔係咁睇喎。「無敵

神駒」仇思達唔單止支持老馮退黨，仲
支持佢喺補選去馬，講到尾都係想隊主
流反對派：「請『泛民』不要再使用嗱
喳手段，強行剝奪其被選舉權。一邊說
反對DQ，一邊脅迫潛在對手棄選、變
相DQ，食相惡劣。」

「益友」挺老馮參選隊死飯民
「Mary Kwan」質疑點解民主黨個涂
謹申可以做到差唔多30年議員，而老馮
就唔可以，「『飯民』把私家專用『伸
縮尺』今次又點樣去定呢？」
神駒就話嘞，如果好似司徒華咁遲先

退休，涂謹申仲可以選多4屆，贏晒嘅
話總共可以做足12屆議員，即係40幾
年。
「Kwokchun Cheng」就不滿主流反
對派打壓老馮，但又推差唔多年紀嘅李
卓人做「Plan B」。
利申係九西選民嘅「Chow Man Bo

Chow」更加話，如果老馮真係選就會
投畀佢，「玩×小麗老母，又可激×死
『飯民』，一舉兩得。」

民協噚日向傳媒發出採訪通知，話今日會聯同仲係佢

哋中委嘅老馮（馮檢基）開記者會，交代老馮嘅去向。

不過，民協主席施德來似乎唔想俾老馮搶晒fo（焦點），搶先一步同友好

傳媒爆料，話對方會退黨，專注做佢新插旗嗰檔「壓力團體」喎。至於老

馮選唔選11月個立法會九龍西補選呢，應該今日都未知住，但班「黃

絲」一於鬧定先，叫佢唔好同小麗老千（劉小麗）或者李卓人爭食，但係

亦都有花生友叫佢去選，仲話會投票畀佢激死主流反對派𠻹！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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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馮將佢本新書個封面擺上網，唔知本書會爆
主流反對派啲乜嘢呢？ fb圖片

■■「「黃絲黃絲」」改圖寸老馮賴死改圖寸老馮賴死
都唔畀班後生上位都唔畀班後生上位。。fbfb圖片圖片

■梁振英發文批反對派拖累發展仲拉咗兩個局
「陪葬」。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