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反對派的「民主霸權」在上次立法會九龍西補選時的

「泛民初選」中已展露無遺。在「初選」被其他反對派耍手段逼退、連「Plan B」都冇

得做的馮檢基，在其新書中詳述一眾反對派中人逼退他的內幕及手段，更點名批評「民

主動力」創辦人鄭宇碩和召集人趙家賢、「自決派」姚松炎及朱凱廸講大話、搬龍門、

打開口牌、搞小圈子等，各反對派大佬更私下開會傾「Plan B」名單，令他對一干人等

感到失望與噓唏，並批評他們正在「毀滅民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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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馮新書鬧爆「松朱」
盡數「屈基」揦鮓招

馮檢基昨日舉行《馮檢基那一條窄
巷》新書發佈會，與一眾傳媒分

享書內多個從政時期的故事。
在今年3月的立法會補選被「瘋狂屈
基」的馮檢基，新書第一章就是講述
「初選」事件，並點名批評鄭宇碩、趙
家賢、姚松炎及朱凱廸四人，口說「支
持『初選』機制」，但又以「車輪游說
舌戰」逼使他退下。
他在書中批評，鄭宇碩親手破壞「初

選」機制，指鄭曾一邊稱支持他參加九
西補選，但又一邊聲言他「贏唔到」，
更稱馮檢基一旦出選就會「分裂民主
派」，將成「歷史罪人」。

改「備忘錄」捉字蝨
談到奸有奸輸的姚松炎，馮檢基說姚
任意改「備忘錄」，更有份游說他不要
做「Plan B」。他引述姚松炎在事件中
「 捉 字 蝨 」 講 「Plan B」 稱 ︰

「『可』，即係『May』，即係可以
做，又可以唔做！」
馮檢基並於書中大談姚松炎的敗因，

包括「空降」九西與「離地」，又形容
這正是自己的長處，故自己雖輸了「初
選」，但若然做民調，結果可能是自己
更有優勢。
在「初選」時被批評為「朱隊友」的

朱凱廸，馮檢基細數了其逼退手段，包
括打開口牌稱「落街擺街站好多人行埋
來鬧你（馮檢基）」、「『初選』姚松
炎贏你咁多，你咁少票，你贏唔到
啦」。他批評朱凱廸在沒有任何民調數
據支持下，就對他作多番抹黑，坦言感
到氣憤。

大佬黑箱傾「Plan B」
馮檢基在書中及發佈會中更爆朱凱廸

「講大話」，稱朱凱廸在1月21日在
facebook聲言「Plan B」一定不可以是

馮檢基，但在其退出
「Plan B」的記招後則
改口稱自己「一定支持
馮 檢 基 做 『Plan
B』」。他批評朱凱廸
事後不斷講大話，「明
明 暗 策 劃 搞 『Plan
B』，但是敢做不敢
認，賴得就賴」，自己
對此耿耿於懷。
馮又爆自己宣佈退選

前，朱凱廸等人曾自行
開會，制定「Plan B」
名單，包括李卓人、余
若薇、李柱銘、梁家
傑、吳靄儀、戴耀廷等，馮直斥「有無
搞錯呀你班友」，形容有關人等背着他
開會，將他排斥在外，暗中推梁家傑做
「Plan B」，完全破壞了「初選」機
制，直言︰「我接受唔到！」

馮檢基說，就「初選」一事，自己對
負責人、參選人以至支持者的言行感到
失望與噓唏，痛心民主原則在「民主
派」裡受到輕視，以至「毀滅民主的生
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法
律部部長王振民早前表示，凡是基本法無規
定的，憲法的有關規定就自動適用香港。香
港律師會會長彭韻僖昨日指出，香港是中國
領土的一部分，基本法的法律依歸是國家憲
法。根據「單一國家，單一憲法」，國家憲
法是國家法律的「根」和「本」，也是「至
高無上」（supreme）的法律，而基本法只
是國家憲法延伸出來的文件，因此憲法在香
港具有法律效力。
彭韻僖和香港律師會副會長黎雅明、喬柏

仁、陳澤銘昨日舉行傳媒茶敘。被追問有關
王振民「凡是基本法沒規定的，憲法的有關
規定就自動適用香港」的說法時，彭韻僖表
示，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而中國是
「單一制國家」，「單一憲法」，香港基本
法的法律依據是中國憲法，因此「中國憲法
在香港當然是有效的」。

彭韻僖：憲法「至高無上」
被問及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除非已在基

本法附件三列明，否則全國性法律不得應用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彭韻僖解釋，國家的憲
法並不是單純的「全國性法律」，而是「至
高無上」（supreme）的法律，因此不受有
關條文限制。
她並補充，基本法序言列明，不在香港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所以有關政策在香
港能彈性處理，根據新憲制秩序，在香港要
應用基本法或解釋香港的法例時，都是以基
本法為基礎。

陳澤銘補充，國家憲法明確落實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制
定，而香港也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實
行資本主義的制度，兩者並沒有矛盾或衝突。
對於「一地兩檢」是否違反基本法，彭韻僖表示，律

師會積極關注事態發展，而礙於正進行司法覆核，故不
便評論。她重申香港有穩固的法律基礎，健全和獨立的
司法體系，法庭在覆核時會按照法治精神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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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調查許智峯
搶去政府職員手機事件的委員會」昨日下午舉行第一次
閉門會議。委員會主席麥美娟會後表示，首次會議初步
確定了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和工作範疇，及訂下粗略工作
計劃，並估計調查工作與一般類似的委員會相若，約需
一年多完成。
麥美娟表示，委員會會在立法會休會期間先搜集資

料，待10月復會後再決定下次會議的時間。
目前，他們仍未討論會否展開研訊，或需要傳召什麼

證人，而他們會留意警方的相關刑事調查進展，以確保
委員會的工作不會影響執法機關的調查，如有需要委員
會也可以討論刑事調查的結果。

立會查「峯搶」料需時逾年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楓
弘）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會見公
民黨，聽取他們對來年度施政報告
的建議。公民黨就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提出意見，冀林鄭月娥確保香港
青年人及專業人士有發展機會，並
就土地規劃、房屋、醫療等議題作
出建議。
公民黨5名立法會議員楊岳橋、

陳淑莊、郭家麒、譚文豪及郭榮鏗
昨日在會見林鄭月娥後，召開記者
會交代會面內容。在土地及房屋方
面，他們建議特區政府盡早檢視丁
屋政策，研究發展棕地，並研究開
徵新稅及實施限購令。
就鐵路問題，他們認為現時的興

建模式是令目前鐵路問題出現的成
因，希望政府能全面檢討，又促請
政府檢討及改革鐵路監察制度，以
杜絕鐵路工程出現事故。在醫療方

面，他們指現時罕見病及癌症患者
難以從關愛基金及撒瑪利亞基金獲
得資助，建議政府出資成立危疾基
金，讓病人可獲適切援助。
他們亦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香

港青年人及專業人士所能發揮的角

色提出意見，希望林鄭月娥能確保
他們的發展機會。
至於中美貿易戰，他們則希望政

府能多加支持香港的工商界，協助
他們在外地拓展商機，維護香港的
經濟發展。

林鄭會見公民黨 聽施政報告建議

■林鄭月娥會見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聽取他們對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年民建聯早前組織
二十多位香港不同院校的學生到重慶實習，日前於當地
舉行總結會。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在總結會上說，自
己當年亦曾參加計劃，希望學生能藉此思考自己將來的
事業。他並感謝重慶各個單位部門的支持，期望參與計
劃的學生能進一步認識國家。
顏汶羽感謝重慶各個部門和實習單位，對計劃多年來

的支持。他說，自己也是實習計劃的過來人，並因為實
習之後才決定從政和加入民建聯，又形容實習對青年謀
劃將來的人生和事業發展方向非常關鍵。
他希望青年能好好把握有關寶貴機會，反思自己將來

的路向，並透過計劃進一步認識國家，希望他們可以思
考自己日後的發展和國家的發展可如何連繫在一起。
青年民建聯安排的實習工作涵蓋多個行業，其中包括

金融、銀行、博物館、音樂藝術、工程、科技等，讓學
生能透過計劃對將來可能從事的行業，建立更深入的認
識。
顏汶羽還在重慶市人力社保局領導陪同下，前往重慶

市人力資源服務產業園參觀。園區將所有與人力資源有
關的政府部門、培訓機構及服務單位集中一起，讓當地
居民享受一站式的公共服務。他表示，這個產業園對當
地居民而言，相當方便，非常值得香港學習。

顏汶羽勉港生
重慶實習識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
員會昨日舉行會議，討論前線公務
員的工作壓力等問題。多名議員促
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盡快落
實「侮辱公職人員條例」，避免前
線執法人員在執勤時受到無理辱
罵，讓他們有尊嚴地工作，減輕工
作壓力。

葛珮帆：受挑釁靠死忍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表示，現時香
港尚未有「侮辱公職人員罪」，但
很多前線執法部門，尤其是警察，
在執勤時面對無理的挑釁和辱罵，
他們只能死忍，並批評特區政府並
沒有清晰的內部指引和情緒支援服

務，導致前線執法人員壓力爆煲，
甚至出現「警察報警」的荒誕情
況。
她建議特區政府仿效澳門的「加

重侮辱罪」，以雙向性的形式保障公
職人員和市民。羅智光表示，會與
保安局局長商討相關的議題，於今
年內決定是否進行聯繫架構檢討。
葛珮帆並強調，政府不單要關注

前線執法人員壓力爆煲的情況，還
要重視他們在工作適應、人際關
係、家庭狀況、信心自尊等方面。
政府雖設有輔助熱線，但使用率十
分低，她擔心臨床心理學家人手不
足，難以照顧有需要的公務員。
羅智光回應指，若公務員對工作

環境不滿意，有關部門可安排職位

調配。他強調，醫護人手足夠照顧
公務員，但未能惠及家人，局方不
排除考慮有關問題。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議員謝偉銓表示，公務員的壓力還
包括缺乏溝通的問題，建議政府應
從源頭解決，加強管理層與前線員
工的溝通。

謝偉銓：省略工作勝輔導
他指出，規劃界的前線員工希望

可以於工作上減省一些不必要的程
序，但不少管理層並無理會，故建
議政府需要針對情況，加強上司與
下屬，或不同部門之間的溝通，減
省重複的工作，藉此減低公務員壓
力，較設立事後輔導更為優勝。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近年出現了
智庫熱，至今約有四十多家智庫，
對社會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不
過，據明匯智庫昨日發佈的《香港
智庫年報2018》指出，香港的智庫
界尚未進入成熟期，多數智庫都面
臨着資源和人才嚴重不足，以及對
社會的影響力不足等問題。而特區
政府對智庫重視程度不夠，也是影
響智庫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這項研究旨在探討香港智庫界目

前發展的現狀、特點和趨勢，以增

加社會對智庫事業的了解，並加强
智庫界之間合作，提升研究水平。
年報今天在香港書展中展示。
明匯智庫主席曾智明表示，智庫

對於香港社會而言是一個新的發展
領域，明匯智庫對此進行年報式的
研究，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該智庫榮譽總監曾淵滄則指，特

區政府在推行重大政策時，仍較少
採納智庫的意見。目前香港社會正
處於重要的轉型時期，複雜多變的
社會問題需要全面研究，使政治決

策和公共政策決策更加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因此，很有必要繼續推動
智庫事業的發展。
該項研究又發現，香港智庫界目

前除了少數大型智庫之外，多數都
面臨着缺乏資金和人才等問題，研
究的水平也有待進一步提高。
為此，明匯智庫建議政府制定相

關政策支持智庫的發展、注重從智
庫界引入人才、與智庫建立有效的
互動溝通機制和渠道，共同開展政
策研究等。

智庫缺「人財」盼政府挺發展

議員促設「辱公僕罪」減前線壓力

■顏汶羽
在重慶出
席 2018
優秀青年
人才重慶
實習月總
結會。

■彭韻僖指出，國家憲法是國家法律的「根」和
「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
偉哥仰（黃台仰）着草去英
國？話說「獨」人中出羊子

噚日喺facebook話，佢同偉哥仰獲邀出席英國一
間大學嘅研究所嘅內部錄影訪談，講香港「國民
身份認同」同「本土運動」，翌日就喺附近名勝
遊歷。
中出羊子仲話，偉哥仰「抵達至今沉醉學
業」，亦都怕行蹤外洩，所以都好少見華人，臨
別仲叫佢唔好再恥笑入緊冊嘅西瓜琦（梁天
琦）。
不過佢就唔應承嘞，「原因是我不每天恥笑

他，恐怕六年後梁天琦這個名字就已被世人遺
忘。」
不過，中出羊子出晒名作風騎呢，而佢上載去

facebook張相都只係張風景相，同「No Photo
No Talk」無乜分別，唔知大家又信唔信佢講嘢
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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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人中出羊子
爆偉哥仰着草赴英？

■中出羊子話偉哥仰匿喺英國，不過就唔知可
唔可信嘞。 中出羊子fb截圖

■馮檢基昨為新書宣傳。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西 攝

■前線人員經常面對各種挑戰，理應受到尊重。
圖為兩名警員在冒雨巡邏。 香港警察fb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