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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台獨」唱衰「一國兩制」
各界批反對派阻撓統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反對派中人頻頻到外國唱衰香港，其中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自擔任該

黨「國際事務委員會」的主席後，更聲言要對外發放「更多訊息」，向「要面」的政權施壓，可以

「頂住情況惡化」云云。各界人士批評劉慧卿試圖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只會對香港各

方面帶來莫大影響。他們認為劉慧卿的言論無異於給外國勢力彈藥去攻擊中國，亦是配合台灣地區

領導人蔡英文的「台獨」主張及唱衰「一國兩制」，阻撓國家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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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壯）美國國會「美
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早前發表報告聲
稱，香港的自治及言論自由被「嚴重侵蝕」，
建議美國商務部檢視是否繼續視香港為獨立關
稅區。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昨日在電台節
目上指，上月與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及商界代表
會面時，美國國務院表明該報告絕不是國務院
發佈的官方報告，美國商界代表亦否認對香港
失去信心，並表示在香港的投資將保持不變。
周浩鼎強調，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獨
立關稅地位與美國是互利的，希望反對派不要
再危言聳聽。
周浩鼎在港台節目《給香港的信》上表示，
他上月應邀出席美國議會情報安全論壇。其
間，他與美國商界代表討論香港最新發展，並
問到他們對香港的信心，以及如何看待反對派
對「一國兩制」錯誤指控的謠言。周浩鼎表
示，有關代表都否認上述言論，並表示他們在
港的投資將保持不變。

屢吸引外資「行動勝雄辯」
周浩鼎認為，多年來越來越多外資在香港投

資，是反駁反對派不公平及不正確指控的確鑿
證據，「行動勝於雄辯」。
他又說，在是次訪問曾與美國國務院的官

員會面，並向他們表達「美中經濟與安全審
查委員會」發表的年度報告所引起的公眾關
注。他表示，有關官員表明該報告絕不是國
務院發佈的官方報告，自己亦沒有聽到任何
有關美國國務院會改變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
地位的言論。

獲美方澄清 關稅區互利
他強調，香港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對雙方同樣

重要是共識，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的獨立
關稅地位與美國是互利，希望反對派不要再危言
聳聽。他亦提到在完成是次訪問後，美國駐香港
總領事唐偉康重申香港與美國貿易關係的重要
性。
另外，周浩鼎表示已向有關官員解釋特區政

府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等的法律理由，並
指出鼓吹「港獨」或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是
違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原則，一切都是嚴
格依法進行，與政治審查無關。

踏入2019年，民建聯
為有效總結過去的經驗，
放眼來年並訂出合適計
劃，今年再次透過民調，

了解市民的生活現況及新年展望。
受訪市民整體頗滿意2018年的政治環
境，認為過去一年相對「和諧」，而
「激進暴力」的情況亦有所收斂，相信
調查反映市民認同特區政府與立法會在
過去一年的努力。去年立法會成功修改
議事規則，改善立法會運作，大致恢復
了審議事項的功能；以及非法「佔領」
行動、旺角暴動，以至衝擊立法會等各

項檢控相繼被法庭判定罪成，我們認為
此舉能有效向社會傳達違法必須承擔代
價的信息，令激進暴力之風不再滋長。

助中小企信貸 應對貿戰陰霾
經濟方面，有較多受訪者擔心新一年

的整體情況會較去年差，並對今年的經
濟表現預期頗為保守，甚至感到憂慮。
市民或受到去年初出現的中美貿易糾
紛，以至其後的股市及樓市回落等因素
所影響。為此，民建聯期望特區政府能
審時度勢，推出各項政策，穩定社會及
經濟，包括重推協助中小企的特別信貸

保證計劃，讓他們能靈活應對中美貿易
糾紛等各種不明朗因素。

增宣景點 分流內地客
而在兩地關係上，大多數受訪者認

同兩地必須繼續緊密聯繫，惟調查結
果選擇「無意見」的受訪者比例最
多。相信是因為兩地交流過程中，出
現了某些社會問題及挑戰，如大量內
地旅客逼爆個別社區，令市民對兩地
關係持保留態度。
為解決在合作過程中出現的挑戰，政

府要多管齊下優化旅遊配套，包括加快

港珠澳大橋口岸零售配套發展，並加強
推廣大橋以外的旅遊景點，例如新田購
物城，以吸引旅客前往消費。
樓價始終是市民最關心的事情，調查

發現受訪者最關注「樓價高企」
（21.7% ），其次是「養老保障」
（18.4%）、「政治爭拗」（15%）、
「改善打工仔待遇」（12.7%），「加快
經濟增長」（11.5%）及「貧富懸殊」
（9.4%）。展望新一年，民記促請政府
必須完善住屋及養老政策，包括積極跟
進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交的報告，切實
開展各項覓地的前期工作，為推動各項
房屋政策，提供實質的支持。

■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林 鄭 撐 港 農

反對派謬論逐個捉
民主黨

■創黨主席李柱銘︰香港「一國兩
制」早已走樣，台灣民眾不會相
信。

■前主席何俊仁︰香港的「一國兩
制」是一大「笑話」、台灣的「反
面教材」。

■前主席劉慧卿︰「一國兩制」是
「與虎同眠」。

公民黨

■主席梁家傑︰香港情況反映「一國
兩制」是「騙局」，對台灣的示範
「已經不復再」。

其他

■「議會陣線」毛孟靜︰北京正在
「吞噬」香港，以各種方式將香港
「同化為中國的一部分」，認為台
灣人不會認為「一國兩制」對他們
有用。

■「香港眾志」羅冠聰︰香港的「一
國兩制」在台灣人眼中「早已破
產」，中共主權下「兩制」根本
「不可能實施」。

■資料來源︰上述人士近日公開講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旺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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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近日舉行一年一度的本地漁農美食迎春
嘉年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face-
book貼出自己參與有關活動的相片，大
讚場內展銷香港本地出產的農水產「品種
多、質素好，價錢又合理」，大受市民歡
迎，每年都吸引超過20萬人參觀。她又
介紹到有地方特色的鶴藪白菜、大受食客
歡迎的元朗烏頭、利用最新科技淨化的流
浮山生蠔等，而自己則買了不少蔬菜，並
計劃在今晚禮賓府宴客時用五色番薯做糖
水，與客人分享本地優質農產品。

圖︰林鄭月娥facebook圖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西）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近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
示，房屋問題是任內最大挑戰，認為經
濟發展受制於土地問題，故在修訂房屋
政策上花費不少時間。她又透露，雖然
每天面對很多不同事情及公務處理，有
些更是不能預見的，但認為自己「做得
幾輕鬆」，亦感到稱心滿意。
林鄭月娥接受「香港開電視」節目

《開嚟見我》訪問時表示，房屋問題是
任內最大挑戰。她指，經濟發展受制於
土地問題，故在修訂房屋政策上花費不
少時間。她又認為安居很重要，曾擔心
推出的房屋政策未能引起市民關注，因
此花了不少時間梳理及修訂房屋政策，
亦願意將資助房屋定價與市價脫鈎，並
加大公營房屋和私樓的比例。

滿意公務處理「做得幾輕鬆」
除了談論政策，上任近一年半的林鄭

月娥亦透露，自己每天面對很多不同事
情及處理不同公務，有些是不能預見
的，笑言「做香港特首真的很辛苦」。
不過她又說︰「時間眨眼就過，所以都
覺得自己做得幾輕鬆、幾稱心滿意。」
問到面對香港未來發展，家長及子女

應如何迎接「明日香港」，林鄭月娥則
分享她教育兩名兒子的「育兒經」，建
議家長不要給子女太大壓力，並勸勉家
長應以子女活得比自己更開心為目標。

新聞當然要講事實，講傳言仲講到
唔關事嘅圖文並茂，就真係過咗火
囉。話說壹仔（《壹週刊》）最近出
咗篇報道，話大學宿舍變「炮房」，

班大學生喺房度大搞「淫亂派對」。
不過寫就寫到咁精彩，點知睇埋內
文，原來成篇都係單靠一個「畢業
生」嘅口述，仲要冇圖冇片冇日期，

結果一眾網友鬧爆壹仔傳媒操守跌到
一地都係，facebook專頁「求驗傳
媒」亦都點名批評。

僅靠「畢業生」吹 製意淫圖唱衰
壹仔日前出咗篇報道，大大條題寫

住「大學宿舍變炮房 6男女宿舍房
飲大咗 1男2女同床啜啜聲」，仲要
配幾張意淫圖片，令人以為單嘢真係
好爆！點知睇埋內文，先發現原來得
個講字。
「求驗傳媒」出文批評篇報道淨係得

條題夠吸引，但內文擺到明就係傳媒操
守嘅反面教材：「整篇報道，《壹週
刊》單憑一名『畢業生』的口述，沒有
相片影片，甚至沒有年份日期，便可以
寫一段『新聞』出來，更把一堆無關的
片段『剪埋一碟』，但沒有寫明是『資

料片段』或影片來源。」

借題責難大學「求驗傳媒」狠批
「求驗傳媒」又鬧：「最令人氣憤

的，是在沒有真憑實據的情況下，把
某大學的校名公開了。找一些無法證
實的問題，要求對方回應，然後無論
對方回應與否，都公開對方的名字，
這是絕對不負責任的採訪手法。」
「求驗傳媒」反問，係咪其他媒體

都可以搵個「《壹週刊》前員工」，
冇提供任何證據後爆料，然後要求壹
傳媒回應，再剪一堆似是而非嘅片造
「新聞」呢？
網民「杜比」就話：「（壹仔）由
創刊已是這樣，只是收咗錢既『泛
民』先會為這些歪曲事實誨淫誨盜嘅
傳媒講好說話。」「Andrew Chui」
就揶揄壹仔作故仔：「求其上網搵啲
傳聞就當係新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金融
時報》亞洲編輯馬凱及台灣「閃靈」
樂隊主音林昶佐先後被拒入境香港，
入境處處長曾國衞昨日重申，該處審
批入境申請時有既定的法律和程序，
呼籲市民不要以「陰謀論」解讀有關
決定。
曾國衞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入
境處每年拒絕數萬人入境香港，理由
包括「不符合入境規定」及「對香港

未必有利」等，認為市民不應以「陰
謀論」解讀決定，指所有入境申請都
由口岸人員基於既有的法律、程序及
政策審批，不是由他一個作主，強調
最終是否批出申請均以社會的整體利
益為依歸。

指市民擁逾一本護照不出奇
另外，早前在加拿大被捕的華為集團

副董事長孟晚舟被揭發持有3本特區護

照，曾國衞指市民有多於一本護照並不
出奇，但強調任何特區護照持有人只可
以同時擁有一本有效特區護照，因為該
處發出新護照時，必定會以剪角方式註
銷申請人的舊護照。
曾國衞又表示，入境處將於明年第二
季起開展更換新特區護照的計劃，並透
露該處正向更多國家和地區給予特區護
照持有人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安排，預
料日後港人可以免簽證，或落地簽證到

訪更多地方，稱入境處在商討成功後將
會公佈消息。
已經年屆55歲的曾國衞最快明年退

休，他指自己接任處長時部門曾出現
「青黃不接」問題，所以任內其中一
項重要工作是培訓人員，做好部門內
接班工作，建立入境處未來的梯隊架
構。
他透露自己心中已經有下任梯隊的人

選，惟表示現階段不便透露。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告台灣同
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

重要講話，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實現祖國統一提出5點主張，其中
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
平統一實踐，指「和平統一、一國兩
制」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
對此，反對派就配合台灣當局，接連唱
反調（見另表）。如劉慧卿近日接受傳媒
訪問時，就以所謂「與虎同眠」去形容
「一國兩制」，又聲言香港過去一年核心
價值受「嚴重衝擊」、要在國際層面「表
達看法」以「抵住赤化」云云。

王庭聰籲毋須理會歪論
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

王庭聰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香港自回歸後的發展一切都好，
「一國兩制」亦十分成功，直言若不
是有外國勢力與這些漢奸政客搞破
壞，相信香港的發展會更佳，批評反
對派只是一心想破壞香港，是香港的
不幸，呼籲大眾毋須理會。

陳恒鑌批挑動兩地關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對劉慧卿的
所作所為感到憤怒，直言她引入外國勢
力干預香港內政的做法是大忌，不但無

法促進香港的民主發展及和諧，反而挑
動香港與內地關係，實在是很惡劣的行
徑。他認為，劉慧卿作為本港一個政黨
的前主席，理應考慮清楚自己言行的後
果，同時呼籲她要好自為之。
他又指，在蔡英文日前聲言不接受

「一國兩制」、「九二共識」後，已充
分暴露出其「台獨」本質，而劉慧卿在
此時又再唱衰「一國兩制」，與台當局
一唱一和，對國家和平統一毫無裨益。

葛珮帆批口幫港實攪局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劉慧

卿等政客嘴上說要「幫香港」，卻以
各種實際行動搞亂香港，「口講一
套，做又一套」。

她續指，民建聯雖亦會到外國交
流，但就會如實推介「一國兩制」在
香港取得的成功實踐。她認為，作為
本港的政黨應維護國家利益，以民生
及社會發展優先，但反對派偏偏要勾
結外國勢力擾亂香港，阻礙國家發
展。

何啟明斥為外力供彈藥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何啟明認為，劉

慧卿配合蔡英文唱衰「一國兩制」，
除了對兩岸關係發展不利外，更為外
國勢力提供子彈，讓外國勢力透過香
港給中國施壓，亦令香港利益受損。
他奉勸劉慧卿等人不要再做有損香港
利益、有損兩岸關係發展的行為。

依法拒馬凱等入境 曾國衞籲勿陰謀解讀

「標題黨」屈「爆宿房」壹仔「新聞」得個講

■「求驗傳媒」批評壹仔毫無職業操守。 fb截圖

制策惠民生 民記放眼新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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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無意易港地位
阿鼎籲遏陰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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