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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邀全體議員春茗
建制派：增溝通利政通 反對派稱或拒赴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去年邀
請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出席午餐會，王志民擬於
下周二元宵佳節回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在中聯
辦大樓內舉行春茗團拜，並於近日發出邀請
函。不過，「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聲稱
反對派「應該冇人去（啩）」。多個立法會政
黨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若要香港社
會政通人和，必須打開溝通之門，更認為新一
年，為了香港整體利益，反對派應放下成見，
加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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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日前已高調稱，不希望進
出中聯辦大樓，又謂若邀請活

動安排在中聯辦大樓內舉行的話，預
料全體反對派議員均會「杯葛」云
云。
近日，中聯辦向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及全體議員發出邀請函，表示將於下
周二中午在中聯辦大樓舉行春茗團
拜，除王主任外，各位副主任、秘書
長及各部部長均會出席。
不過，毛孟靜昨日就在 facebook 貼
出有關邀請函（見另稿），並聲稱︰
「『民主派』應該冇人去（啩）。」
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更稱，「入中聯
辦係一個罪名」。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昨日亦聲言，
「風花雪月」並非必要，若是「為香
港籌謀」才會考慮出席，現階段該黨
看不到出席的「意義」云云。另外，
民主黨、「專業議政」等均稱飯局
「無意思」或不會派代表出席。

李慧琼：溝通助減誤會
建制派不同政黨則呼籲反對派放下

成見，加強溝通。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表示，現中聯辦已經踏出第一步，而
溝通需要雙方參與才能成事，如果立
法會不同陣營的議員，均能參與有關
活動，有更多溝通的話，將有助減少
彼此之間的誤會，故希望不同黨派的
議員，也應積極回應邀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指，是次
飯局屬聯誼性質，是「相當輕鬆嘅場
合」，若反對派連這類交際場合都不願
出席，是對政治運作不好的行為。
他續指，從政應要有適當的判斷
力，若反對派連入中聯辦都怕被外界
「猜測」，是沒有勇氣的行為，笑言
對於他們只能「得啖笑」，「到底驚
啲咩？」

盧偉國：可趁機表達意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指，相
信大部分市民都希望香港能夠政通
人和，既然中聯辦已伸出友誼之
手，那反對派也應把握這個機會，
加強與中央溝通的第一步。若反對
派有任何意見，亦可以就這個機

會，為香港與內地加強溝通交流合
作，如實地反映港人的意見，如只
是為表達「政治立場」，一手推開
對方的友誼之手，對香港整體的長
遠利益，也非好事，「正所謂，有
商有量才是上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自
己早前落區為街坊寫揮春時感受到，
大部分街坊都期望香港新一年政通人
和、安居樂業，冀反對派聆聽街坊的
聲音，實現大家的心願。若繼續以
「企硬」、分化及拒絕溝通的態度，
根本無助達成大家的期望，冀反對派
放下個人及政黨的政治利益，打開溝
通之門。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認為，過去一
段時間，社會爭拗不斷，更出現兩極
化的情況，若持續下去，對香港社會
發展均沒有好處。王志民主任在新春
期間向全體議員發出邀請，讓大家在
一個輕鬆的環境下，打開溝通之門，
讓大家進行溝通，有關活動對香港社
會只有好處，反對派不應過分敏感，
應為社會的整體利益考慮。

手機號碼零遮掩
毛婆爆他人私隱
做得「民主派會
議」召集人，係咪
&
連基本嘅尊重同保
障人哋私隱都唔識
呢？話說毛婆（毛
孟靜）噚日喺 facebook 上載中聯
辦張邀請函，入面有中聯辦人員
嘅手機號碼，但毛婆一於少理，
冇遮冇掩直接上載，完全唔尊重
人哋私隱。
佢咁做係有心定無意呢，就好
難講嘅，要反對派仔細睇文件，

中聯辦與立法會議員溝通記錄
時間

事件

2018年4月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與多名中聯辦官員應邀出席立法
會午餐會，與51名各黨派議員交流

2018年2月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邀請全體建制派議員到中聯辦舉
行新春晚宴

2015年6月

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邀請建制派議員到中聯辦茶
敘，指政改工作取得多方面的成果

2014年10月

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中聯辦內宴請立法會大部
分議員，批評當時正在進行的違法「佔中」試圖仿
照「顏色革命」的做法

2014年8月

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分 4 場與反對派議員在政府
總部會面討論政改

2014年3月

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安排 4 場早餐會，邀請中
聯辦官員與議員討論政改，有50多名議員參與

2014年初

中聯辦原計劃回請全體議員，但反對派聲稱不願到
中聯辦赴宴，最後沒有下文

2013年7月

時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多名中聯辦官員，到立法
會出席午宴，有59名議員參與

2010年5月及6月

民主黨、「終極普選聯盟」、民協，先後到中聯辦
與中聯辦官員討論政改，最終部分建議獲政府接納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反對派有否參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哪怕只係一頁，都真係好高難度
㗎，所以都唔排除佢係真係冇為
意嘅。不過，毛婆似乎見到個問
題都唔諗住改囉。網民「Chung
Siu」 已 經 留 言 話 ︰ 「 打
6 ××××××× ， 搵 趙 生 留
位……」擺明想搵人搞事，但毛
婆明明一直都有覆網民留言，理
應睇到呢個問題，但個邀請函繼
續係原封不動咁掛喺 fb 度。佢係
咪有心搞事，相信市民都自有公
論嘞。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毛婆貼中聯辦邀請函，順手公開中聯辦人員的手機號碼。

■中聯辦官員與反對派議
員同出席 2014 年 3 月的政
改早餐會。
改早餐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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戇橋毛婆張超雄 唔肯傾偈被鬧爆
唔請反對派，班人又覺得自
己不被重視；請佢，佢又話唔

想「風花雪月」。唔少網民見
到呢班食個飯都要斤斤計較嘅
反對派議員，都忍唔住鬧爆佢哋連溝通都拒
絕，到底點樣為市民做有建設性嘅事。有網
民亦話如果話「風花雪月」就唔去，呢班議
員真係千祈唔好再去任何宴會啊。
反對派班人為咗要做騷話唔去中聯辦個團
拜活動，不惜抬出一堆懶晒高大上嘅理由，
好似公民黨個戇橋（楊岳橋）就話「風花雪
月冇意義」；工黨「假難民之父」張超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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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冇必要去同中聯辦「嘻嘻哈哈」；「民主
派會議」召集人毛婆（毛孟靜）仲誇張，話
入中聯辦係「罪名」。

「政治需要埋枱講數」
佢哋咁都講得出，雖然有佢哋自己嗰班支
持者撐場，但好多網民都唔受呢一套，認為
始終都要有溝通。「Sze Hung Chan」話︰
「政治有時好現實，要埋台（枱）傾偈講
數，不溝通，會有作為？與其坐以待斃，倒
不如用其他溝通的方法，找出一個雙方都認
同的價值觀點，凡事都反對，事事都有陰謀

論，此等政黨難有長久的發展。」「Kwok
Yiu Leung」亦表示︰「他們真是作繭自縛
嘅低級政棍，選他們的市民真要想想，這樣
如此沒有政治能力，連溝通都懶得做的人，
如何為你們做點有建設性嘅事。」
更多網民似乎覺得同反對派講道理都嘥
氣，寧願花式寸吓佢哋。先睇下針對戇橋嘅
留言。「Ng Alex」話︰「所有宴會、團拜
都是風花雪月 ，楊生千萬不要去任何宴
會。」「Fong Kwun Shing」反問︰「咁去
英 美 屈 香 港 無 自 由 又 成 日 去 ？ 」 「Joyce
Chan」就話︰「市民都看不到公民黨對香

港市民真正福址（祉）有什麼誠意！」
「Janny Chan」就針對毛婆嘅「入中聯辦
係一種罪名」話︰「你已經係一個罪人
啦。」「Alex Wu」指出︰「民主黨又不是
沒入過。」「Judy Ho」附和毛婆︰「冇講
錯呀！點同老細（闆）交代。」「James
Poon」講得再白啲︰「是的，金主講明輕則
扣人工，重則炒尤（魷）！」
張超雄都有份，唔少網民都順住佢句唔同
中聯辦「嘻嘻哈哈」去寸佢，最經典嘅係
「Joseph Li」嘅留言︰「對！對！張超雄只
需要跟假難民嘻嘻哈哈就夠了！」

仲有啲對成個反對派嘅無差別批評。
「Mei Wong」就諗起上次佢哋約唔到特首林
鄭月娥就嘈單嘢話︰「唔請佢地（哋）又話
打壓睇底（低）『泛民』，請又牙（阿）支
呀（阿）左，又驚有入冇出，好心喇。」
「Azh Deng」就質疑班人幾時變到咁嚴肅︰
「咁係（喺）好實務又嚴謹的立法會大會上
所見到的語無論（倫）次，大吵大鬧，或其
他亂象又如何理解？！」「Gunboon Tsoi」
亦話︰「乜『泛民』有認真和中央官員傾談
過咩？每次都係舉吓牌，叫幾句口號，就集
體撇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