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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坐下談」必須遵守三原則

WEN WEI EDITORIAL

有何溝通協商的基礎？
反對派用暴力手段衝擊、癱瘓議會，令議會
尊嚴和形象受重創。此次反修例，反對派自組
毫無法律效力的「山寨委員會」，自選「冒牌
主席」，偽造立法會文件，召開「山寨會
議」，把立法會變成一個自把自為的做秀場；
反對派更步台灣議會暴力文化的後塵，將「佔
中」和「旺暴」的街頭暴力文化搬入立法會，
令莊嚴的民主議事堂瀹為一個「政治鬥獸
場」。維護議會尊嚴，是議員的共同責任，也
是議員賴以生存、體現價值的平台。議會尊嚴
掃地，沒有議員是贏家。反對派用極端抗爭的
暴力手段，要與建制派「攬住死」，搞玉石俱
焚，對立法會、香港民主發展有百害而無一
利。反對派不停止搞無底線暴力抗爭的心態和
手段，有何溝通基礎？
俗話說，無規矩不成方圓，任何正常的社會
都講究有規有矩，更何況是制定法律的議會。
不論是英美，還是其他民主國家，議會都有議
事規則，只有以嚴格遵守議事規則為前提，才
能保證議會發揮正常功能。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是保障議會正常運作的基本法律規則，只有共
同遵守規則，在此基礎上溝通協商，尋求解決
問題的模式，才能打破目前的僵局。反對派不
停止濫用議事規則，不與建制派合作維護議會
這個共同平台，恢復議會正常審議法案的功
能，即使另設再多協商平台，溝通有何規則基
礎？
反對派如果不能真心實意遵循上述三個原
則，他們提出的所謂「坐下談」，就是拉布拖
延手法的變種。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人
想既滿足私利又欺世盜名，終究會是黃粱一
夢。

MSCI（明晟公司）宣佈把現有 A 股的納入
因子從 5%提高至 10%，同時將 26 隻中國 A 股
納入 MSCI 中國指數。納入之後，中國 A 股
在 MSCI 中國指數和 MSCI 新興市場指數中，
所佔的比重分別達到 5.25%和 1.76%。近日，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揮舞貿易戰大棒，令貿
易戰升級，更揚言貿易戰將令中國經濟遭受
重創。但現實所見，外資加大吸納 A 股的力
度，用真金白銀對中國股市和經濟前景投下
信任票。這清晰告訴特朗普，國際投資界並
不認同貿易戰，亦不相信貿易戰會打垮中國
經濟。
目前，絕大多數全球性基金都將 MSCI 的
指數作為跟蹤標準，特別是被動型指數基
金。MSCI 昨日宣佈提升 A 股納入因子是依
計劃行事，說明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加徵關稅
之舉，並沒有改變國際資金流入中國的既定
計劃。
按照 MSCI 的計劃，A 股在新興市場的權
重將分 3 步提升，下一步將在 8 月的季度檢
討，將 A 股納入因子提高至 15%，到 11 月的
半年度檢討，將進一步提高至 20%。三個步
驟完成後，預料 A 股將吸引 800 億美元資金
流入，折合 5400 億元人民幣。不僅如此，在
今明兩年，除了 MSCI 擴容之外，羅素富時
和標普道瓊斯指數也計劃納入 A 股。隨着內
地資本市場持續擴大開放步伐，外資湧入 A
股市場的資金仍會繼續加倉。
在特朗普不斷吹噓貿易戰有利美國、打擊
中國的同時，外資真金白銀用腳投票，對中
國經濟長遠發展充滿信心的表現，更說明外
資對特朗普掀起、升級的對華貿易戰表示不
屑。

社評

審議修訂《逃犯條例》的法案委員會，昨日
因反對派的狙擊而匆匆收場，仍未能進行選主
席的程序。民主黨涂謹申建議召開由政府、建
制派和「泛民」參與的三方會談協商，「希望
三方坐下協商解決問題」。「坐下來談」不是
不可以，但必須遵照以下三個原則才有意義：
一是停止「民主霸權」，堅持民主原則；二是
停止暴力衝擊，維護議會尊嚴；三是停止濫用
議事規則，維護共同協商平台。如果不遵循此
三原則，任何溝通都毫無意義，任何協商都不
能解決問題，只是拖延拉布的變種。
自我標榜為「民主派」的反對派，實質奉行
「民主霸權」。在許多問題上，反對派一再搞
「民主霸權」，「有我講、無人講」，只有滿
足他們要求的，他們才參與遊戲；只有達成他
們目標的，才可以討論，否則一概免談。在修
訂《逃犯條例》的問題上，反對派一直堅持要
求政府撤回方案，現在稍為改口風，要求暫
停，但其實他們的「要價」就是不讓通過方
案。只要政府一日不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就
玩一拍兩散，連會都不讓開，審議法案的程序
也不讓走。如此搞「民主霸權」，溝通基礎何
在？
如今反對派提出「坐下來談」，就必須放下
「民主霸權」，回歸民主原則，首先要遵守少
數服從多數的最基本規則。少數服從多數是原
則，是決策過程的行為規則和操作制度，使民
主有效地運轉起來。固然，目前立法會的力量
對比，反對派處於少數，但如果因為這樣就不
遵守民主原則，連會議都不讓正常舉行，把民
主變成少數人反民主的蠻橫專斷。反對
派不停止「民主霸權」，不遵
守民主原則，

外資真金白銀投下中國經濟信任票
事實上，外資大行在美國加徵關稅後並沒
有大幅下調對中國的經濟預測。瑞銀最新發
表的報告，也僅是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
由 6.4% 下 調 至 6.2% ， 影 響 不 過 0.2 個 百 分
點。摩根大通甚至將中國經濟增速預期上調
至 6.4%，同時表示看好中國股市表現。摩根
大通亞太區副主席李晶表示，中國經濟正在
勃興發展。在過去 5 年中，中國年營業收入
超過 50 億美元的公司數量增長了 5 倍，由
188 家增長到 878 家；中資企業在全球財富
500 強企業中佔據了幾乎 25%的席位；中國目
前 擁 有 超 過 150 家 獨 角 獸 企 業 ， 居 全 球 之
首。
面對貿易戰，中國的關鍵是做好自己的
事，財政貨幣政策適度寬鬆和對資本市場融
資政策的支持，將持續為股市帶來利好。剛
剛過去的五一小長假期間，內地旅遊數據表
現出色，同比增長 16%，比去年同期 10%的
增速明顯加快，一定程度上反映內地消費需
求強勁，龐大的內需市場，不僅為中國從容
應對貿易戰提供充足底氣，更吸引外資源源
流入，在中國市場分多一杯羹。
特朗普升級貿易戰，中國宣佈加徵關稅回
擊後，美國市場表現焦慮。周一美股三大指
數急挫超過 2%，是華爾街近 4 個月來表現最
差的一日。特朗普宣佈，將與國家主席習近
平 在 6 月 底 在 日 本 大 阪 舉 行 的 G20 峰 會 會
面，認為屆時的會面將具很大影響力，能有
助達成協議。他又表示，仍未決定是否向
3250 億美元中國貨品徵收關稅。投資市場的
反應最敏感，選擇最慎重，特朗普看到市
場的變化，能不三思而後行？

反對派扮溝通 拖字訣阻修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杜思文）繼上周六會議後，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昨晨再次暴力衝擊議會，惟會後卻「突然
冷靜」，提出要求舉行「三方會議」，由政府代表、建制派及
反對派議員組成，在「無前設」的情況下「政治協商」。不
過，他們隨即又自打嘴巴，在到禮賓府要求與特首林鄭月娥會
面時，提出要對方先「擱置」修例。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質
疑，由於內會料將於本周五處理主持正牌會議的石禮謙提出要
求內會進一步指示的要求，屆時或將解散法案委員會，令反對
派的「山寨會議」無法運作，故他們圖以「溝通」為名，先
「佔領道德高地」，並非真心想解決問題。
對派昨晨再一次行使暴力，阻
撓正牌會議舉行後，「山寨主
席」涂謹申突然向傳媒提出所謂「坐
低傾」的建議，希望就修例促成反對
派、建制派和政府的「三方會談」，
以解決目前有關修例的爭議，更聲稱
他們對此「沒有前設」。
其後，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和一
眾建制派議員會見傳媒時稱，如果想
要坐下來談，建制派大門敞開、非常
歡迎，但希望雙方都可以派出有權威
和能力為各自陣營做決定的代表出面
會談，否則只會浪費時間。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則表示，向立
法會提交法案是政府的工作，但如
今六個星期都不能選出法案委員會
主席，讓政府解釋立法原意和條例
相關問題。他呼籲議員理性處理法
案、心平氣和地履行職責，並樂見
雙方都呼籲會面商談，希望大家坐
下「傾一條出路」，讓立法會恢復
順暢運作。
他續說，政府和不同黨派溝通是
重要的，希望大家都冷靜下來，如
果有需要，自己也會在保持中立的
前提下出面協調。
有關會面或會於今日舉行，有建
制派議員透露，涂謹申曾經私下稱
「沒有人可以做代表，市民才是代
表」，令他們懷疑反對派議員根本
無誠意解決問題，特別是石禮謙尋
求內會進一步指示，或迫使內會在
本周五採取解散法案委員會等方式
阻止「山寨會議」繼續運作，反對
派遂「以退為進」，聲稱要溝通，
實試圖將自己置於道德高地。

反

涂稱
「無代表」證非有誠意
因此，建制派對是次會面沒有太大
興趣，亦無期望，初步僅廖長江、建
制派「副班長」陳克勤，和工聯會議
員麥美娟、自由黨主席張宇人參與。

毛孟靜同日示威即改口
反對派隨後的行動，亦證實他們

口講「無前設溝通」並無誠意：一
眾反對派議員到禮賓府時，就要求
林鄭月娥考慮「擱置」修例。「民
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大玩語言
偽術，稱「擱置」不同於「撤
回」：「（擱置即）嗰件事無死
到，仍然存在，但稍為擺咗喺書架
上，擺住喺度先。」
民建聯議員鄭泳舜昨日表示，單
純根據反對派議員在昨日會議中的
衝擊方式來看，他們想要「坐下來
談」的誠意並不很大。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亦指，反對派提
出在「沒有前設」下進行「三方協
商」，但同時又衝擊議會、到特首辦
大叫撤回修例，證明他們所謂的「溝
通」毫無誠意，旨在拖延時間。

有誠意應在法案委會傾
她直言，成立法案委員會的目
的，就是讓議員能夠就修例提出意
見，不同意見的議員可在會上互相
溝通，及要求政府官員解釋，故最
理想的做法應是反對派停止阻撓會
議，理性審議修例，「如果他們真
的希望與建制派議員及政府官員溝
通，通過商議解決目前的僵局，又
何必要阻撓委員會開會？」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亦批評，反對
派一直講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
套，此前同類的各種蠱惑手段已是
罄竹難書。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批評，反對派
「霸王硬上弓」，選出涂謹申做
「主席」，聯手拉布。為免再令石
禮謙成為「磨心」，最理想的做法
應是向內會尋求指示。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
境界議員謝偉銓認為，反對派要溝
通、要發表意見，理應在法案委員會
內提出討論，以愈辯愈明，而非不斷
阻撓。事實上，反對派為阻撓修例搞
出「山寨委員會」，目的是製造混
亂，以混淆視聽，現在他們又講要溝
通，相信同樣是混淆視聽的手法。

立會內部爭拗 政府：不介入

建制揭搶道德高地背後企圖：免「山寨會議」
「冇得玩」

■張建宗（前
右）和李家超
（左）就修訂
《逃犯條例》
事宜會見傳
媒。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就反
對派議員提出所謂「三方協商」的建
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回應說，
現在問題的癥結是立法會內部程序的
爭拗，需要立法會內部解決，行政機
關不適宜、亦不應該介入及干預立法
機關內部程序的操作問題。

林鄭：
「三方協商」需研究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在出
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被問及
「三方協商」的問題。她表示需要
和同事研究，但重申特區政府向立
法會提交修例建議至今已經六個星
期，惟法案委員會仍未正式成立是
史無前例的，特區政府對此感到非
常遺憾。
她呼籲議員繼續互相尊重，履行
立法會的憲制功能，即審議特區政
府提出的法案。「在審議階段，我
們會積極聆聽，如果有好的意見，
我們會認真考慮。」
張建宗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其後
舉行記者會。張建宗表示，政府對
有關法案委員會經過四次會議後仍
未能選出主席，嚴重影響條例草案
的審議工作的情況深表關注，更深
表遺憾和失望，「我們再次呼籲議
員們心平氣和，大家在一個理性的
態度下處理這件事，希望能夠盡快

展開審議工作。」

張建宗：待內會處理再評估
被問及「三方協商」時，張建宗
指出，目前問題的癥結是立法會內
部程序的爭拗，這是立法會、立法
機關內的程序問題，行政機關不適
宜、亦不應該介入及干預立法機關
的內部程序，「一定要透過立法會
內部去解決。」
針對有建議要求將條例草案直接
交立法會大會審議並通過，張建宗
表示，主持法案委員會主席選舉的
石禮謙，已去信內會尋求進一步指
示，「一切要視乎內務委員會如何
處理這件事，然後政府全盤再評估
情況，所以這階段這個問題並不是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張建宗重申，特區政府的「門」是
打開的，但問題是審議平台仍無法展
開，「任何政黨、議員也好，如果想
與政府加強溝通，為修訂條例草案溝
通的話，我是樂意見他們的。……當
然我們亦會在審議過程中溝通。保安
局及律政司同事準備了很多資料可以
與大家分析、解釋，所以沒有了這個
審議平台其實是很可惜的，十分可
惜。所以，我一再呼籲，真的希望能
夠大家處理好程序問題，可以早些展
開整個審議工作。」

范太：立會應審議「協商」不可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反對派為
拖延《逃犯條例》修訂的審議，昨日提出
要特區政府、建制派和他們舉行「三方會
議」。立法會前主席范徐麗泰昨日在出席
一公開活動時指此舉並不可取，並強調特
區政府已將法案交予立法會，立法會就應
該盡自己職責去審議，才是正確的做法。
范徐麗泰直言，反對派提出的所謂「三
方政治協商」並不可取，「我不太認同
（『三方政治協商』），因為政府已將法

案交予立法會，立法會就應該盡自己職責
去審議這條法案，並在審議法案過程中，
用各種方法去說服、甚至用壓力，令政府
從善如流，這個才是正當做法。」
立法會另一位前主席曾鈺成日前建議將
《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直接交上立法會大
會審議，范徐麗泰表示，立法會《議事規
則》容許此一做法，但這樣做可能會令混
亂場面重演，各黨派議員要深入考慮，但
她亦認同，這是「無辦法之中的辦法」。

■何君堯在fb批評林卓廷「玩嘢」。 何君堯fb截圖

林卓廷玩何君堯
曲線煽電話滋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陳川）在兩次暴
力衝擊會議後，反對派議員突然口口聲聲要「溝
通」，但觀乎他們針對建制派議員作出的攻擊，已
證明他們全無誠意。日前，新界西議員何君堯到警
署舉報「山寨主席」涂謹申涉虛假文書，並上載了
報案紙，其中載有其手提電話號碼。結果，民主黨
議員林卓廷就將之轉發，更着其支持者「唔好」打
電話，令何君堯接獲逾萬個電話騷擾。他表示，在
有需時會向警方求助。

接逾萬電話唔出聲講穢語
何君堯因在個人 facebook 公開無經遮蔽手機號碼
的口供紙，遭林卓廷將口供紙截圖至自己 facebook
貼出及留言「提示」，聲稱何君堯的口供紙「有佢
個人聯絡方法」，更另有暗示地稱「唔知會唔會有
熱心市民致電佢，提供案件資料或意見呢？我提提
大家，唔好成日煩住何律師，重複打電話犯法
的。」
各反對派支持者「十分識做」，將截圖在網絡上
廣傳，令何君堯接獲逾萬個電話騷擾。何君堯前日
發帖批評：「（林卓廷）在自己fb裡慫恿他人打電
話來騷擾我，我的電話由下午 17:16 起頻頻響個不
停，……現在我又要將牠（他）交給警方處理
了！」
據了解，何君堯前日已就電話騷擾致電警方徵求
意見，警方建議他正式向警方報案及將有關口供紙
圖片刪除。何拒絕了警方的建議，並表示如果稍後
有需要時再向警察求助。
執業大律師陸偉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由於是何君堯自己將無遮蔽手提電話號碼的口
供紙上傳在 facebook 公開，始被林卓廷發現截圖至
自己 facebook 貼出，林更留言「提醒」稱「重複打
電話犯法的」，在這基礎下，相信很難對林卓廷構
成有罪。至於電話騷擾，則必須要證明電話來自同
一批人重複地多次撥出，才能構成騷擾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