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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失敗告終 特首新政登場 倫常慘案稚子何辜

社 評 井水集

由反對派議員聯署提出的 「彈劾」
特首梁振英議案，昨日在立法會經過八
小時的辯論後被否決。

儘管議案已被否決，但反對派借所
謂僭建和誠信問題為名，企圖回歸以來
首次啟動彈劾特首的機制，是一項非常
危險和不負責任的做法，應被強烈譴責。

事實是，有關特首彈劾機制，可見
諸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立法會議員十項職
權中的第九項，即如有四分之一議員聯
合動議，指控特首嚴重違法瀆職，經立
法會通過，可委託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
組成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如調查
結果認為證據充足，又經立法會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通過，即可提出彈劾案，報
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

毫無疑問，特首彈劾機制的設置，
是基本法一百五十九條條文中關鍵的一
項，在憲制架構、行政立法關係和法治
上都具有重大意義。按照基本法，特首
由選委會選出、中央委任，權力相對是
極大的，但基本法在立法會十項職能中
加進了彈劾特首這一項，目的就是要對
特首權力及行政主導作出必要的規限和
平衡，避免違法瀆職行為的出現。而特

首彈劾機制，啟動在本港、決定在中央
，則是 「一國兩制」 原則的重要體現。

在此情形下，顯而易見，彈劾特首
絕對是一項嚴肅重大的憲制行為，絕不
能輕易、隨便的啟動，機制一旦被歪曲
和濫用，隨時可能造成特區政府施政癱
瘓、行政立法關係撕裂、社會人心惶惶
的嚴重後果， 「一國兩制」 實施以來的
良好形象和基本法的尊嚴也無可避免會
受到衝擊。

因此，反對派議員借所謂僭建和誠
信為名，小題大做、無限上綱，對特首
梁振英提出彈劾，是對彈劾機制的一次
貶損和挑釁。事實是特首山頂物業僭建
事件發生半年多以來，特首本人已多番
解釋、交代和道歉，有關部門正在依法
處理，社會各方亦已作出必要的批評，
事件至今不僅已不存在什麼隱瞞和疑點
，市民大眾也早已聽得耳朵 「長繭」 ，
不感興趣、不勝其煩了。而就是在立法
會內，反對派已先後提出 「不信任動議
」 和要求設立專責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
，兩項議案均已被否決，如此又有什麼
必要再提出 「彈劾」 議案？除了以失敗
告終又還會有什麼不同下場？

因此，事實擺在眼前，反對派議員
之所以在毫無法理、社會基礎和事實依
據的情況下堅持提出對梁振英的彈劾議
案，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倒梁」 和抗
中亂港，企圖衝擊和否定中央對特首的
任命權，達到他們所謂要 「真普選」 的
目的。建制派和中間議員昨天發揮作用
，否決了彈劾議案，是克盡職責和值得
讚賞的。

還有不到一周時間，特首梁振英就
要發表其上任以來的首份施政報告，此
時此刻，梁振英必須擺脫僭建問題和所
謂彈劾議案的羈絆，以服務市民、切實施
政放在第一位，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
列推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民主的政
策措施，把全港市民的關注點、把全港
市民的心拉回到齊心建港的正確軌道上
來。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早一陣在
僭建風波中，由於反對派和亂港傳媒的
煽惑，加上特首本人在處理上確有不善
之處，以至來自市民方面的批評聲音也
是頗不留情的。但市民始終是公道和想
香港好的，只要梁振英在住屋、扶貧、
安老和醫療、教育等問題上拿出解決辦
法，必會重新獲得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一宗發生在港島太古城的家庭倫
常慘劇，令人震驚，一名主婦因懷疑
丈夫有外遇，親手勒斃十歲兒子，自
己上吊而亡。

事件的發生，令不少市民、特別
是為人父母者感到唏噓和不解，夫妻
間的感情事只應該由兩個成年人自己
去面對和解決，何以竟會令稚齡子女
成為 「替死鬼」 、 「代罪羊」 ？身為
人母者，十月懷胎、眠乾睡濕，何忍
親手把熟睡中的兒子送上黃泉路？兒
子痛苦掙扎的情景難道不能令失去理
智的母親住手？

事件的發生，再一次敲響了社會
和家庭關係的警鐘，其中，責任感和
應對危機壓力的問題更值得關注。

過去本港也發生過一些倫常慘劇
，但當事人多是新移民，因為經濟壓
力和感情問題都陷入困境而走上絕路
；但近年發生的一些 「家變」 和暴力
事件，性質上卻有了改變。當事人並
無什麼經濟問題，感情關係上也並非
已無轉圜餘地，但一方卻幹出了自我
毀滅和毀家庭、毀子女的惡性行為，
令人震驚。

這些暴力以至瘋狂行為的背後，
是一個人對生命、包括自己生命和他
人生命的態度問題，對生活和生存意
義的認識問題，更是一個對己對人的
責任問題：一旦家庭或感情出了問題
，自己不要活，旁人最好也不要活了
，活下去的人也不能讓他好過，於是
先殺死子女再自殺，讓丈夫一輩子內
疚的愚昧、自私悲劇一再上演。

珍惜家庭、珍視生命，本來是很
基本、很簡單的做人道理，但如今在
一些有文化、有學識以至有良好工作
的家庭中悲劇也不罕見，這裡面，是
人的良知和判斷出了問題，是金錢、
地位和物慾享受令一些人迷失了做人
的方向，以至最終釀成無法彌補的損
失，像前天太古城倫常慘劇中的男戶
主，年幼內地來港，父母悉心培養，
自己苦讀成功，旁人稱讚有加，但如
今卻要面對妻亡子喪永不能忘卻的痛
苦，原因只為個人生活的不檢點，代
價真是太大了。

為將維港兩岸建造成世界級海濱區域
，政府正研究成立法定的海濱管理局，並
準備與海濱事務委員會合作展開公眾諮詢
，預計下周三公布的施政報告，將會提出
成立海濱管理局。維港兩岸全長73公里，
不過海濱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若海濱管
理局獲公眾支持落實成立，初期估計只會
先注入中環新海濱的地皮，包括曾以公私
合營模式招標的4號及7號用地。

本報記者 梁少儀

施政報告傳推海濱局
擬注入中環8幅臨海地

內地客來港包團外遊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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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隨內地經濟起飛
，消費力愈來愈強勁，內地旅客的旅遊模式亦出現轉
變，來港後 「包團」外遊成趨勢。有旅行社表示，歐
洲及美加等國家最受歡迎，更有內地豪客包團往歐洲
「深度遊」，5天團每人團費高達50萬元，一團生意

額已達500萬元。不少港人新年都喜歡往外地避年，

旅行社預計，本年新春團整體客量會有10%至15%增
長，團費則與去年相若。

趁假期出外旅遊，在內地已成潮流，康泰旅行社
董事總經理黃進達昨日表示，該公司的獨立組團部去
年客量有10%至20%增長，當中內地客光顧包團的生
意，錄得雙位數增長，令內地客包團生意佔該公司包
團客整體客量升至10%。

黃進達指，隨內地人消費力愈來愈強，對旅遊
的要求亦愈來愈高，不少內地人認為香港的旅行社較
有質素保證，來港後以包團形式外遊的內地人明顯增
加，尤以歐洲、美加及東南亞等地最受歡迎，平均團
費約1萬至2萬元。雖然包團團費與一般旅行團團費相
距不遠，但有別於一般長線旅行團的 「鴨仔團式」旅
遊，包團形式的旅行團多不會遊覽多個國家，而是只
集中於一個國家的 「深度遊」。

新春團客量增一成半
他透露，去年有內地人包團往歐洲7天，一行10

人，每人團費高達50萬元，旅行社一團的生意額已高
達500萬元。包團生意額如此 「和味」，會否再發展
至接內地人來港旅遊再外遊的 「一條龍」服務，黃指
應不會考慮，因內地人對香港已相當熟悉，預訂酒店
及交通等，已不用假手於人。

另外，下月中便是農曆新年，黃進達指，預計新
春團整體客量有10%至15%增長，平均團費與去年相
若，而整體報名率已達80%，長線團方面，以美國、
澳紐、地中海最受歡迎。短線團方面，港人最愛的韓
國及泰國曼谷團，在2月9日及10日春節正日出發的團
已近爆滿，短線團平均團費亦與去年相若，當中只有
泰國團費升幅高達17%，相信因為泰國團團費去年受
水災影響而降低，今年回復至正常水平，5天團團費
約4,000元。

此外，隨港人的旅遊習慣日趨成熟，對旅行團
的要求亦日漸提升，旅行社亦乘勢推出不少特色旅行
團，黃進達指，2月14日出發的南美四國22天豪華團
，團友可參加一年一度的巴西嘉年華，亦可遊秘魯及
智利等國家，團費高達10萬元，共30個名額已於上月
初全部額爆滿。此外，旅行社亦積極發展新興旅遊路
線，包括俄羅斯、東歐及非洲等。

啟德郵輪碼頭將於6月啟用，康泰已在各分社推
售6月8日的 「海洋水手號」套票，郵輪將由新加坡啟
航，經越南後，6月22日將登上啟德郵輪碼頭，成為
全球第一艘停泊啟德郵輪碼頭的郵輪，其後會再遊覽
日本沖繩、韓國濟州及中國上海，全程11天，套票售
價7730元起，黃進達指，郵輪套票約有100套，已有
不少人查詢及訂購，反應熱烈。

【本報訊】記者曾敏捷報道：覓地建屋困難，下周三公
布的施政報告或落實以維港以外填海作為長遠的造地方法，
首批選址包括大嶼山小蠔灣和屯門龍鼓灘，涉及填海面積共
500公頃，年內即進行公眾諮詢及可行性研究。而短期增加
土地供應措施方面，繼續以更改土地用途為主，並研究提高
未發展地區的地積比率。

昨日有消息稱，施政報告將提及短、中、長期措施增加
土地供應。短期繼續研究更改土地用途，不同政策局都會研
究釋放土地作住宅用途，未發展地區例如新界東北，將研究
提高地積比率。長遠供應方面，將落實填海作為長遠增加土
地供應的方向。

政府去年提出在維港以外填海的25個初步選址，據悉施
政報告會提及部分可行選址，屯門龍鼓灘和大嶼山小蠔灣有
份列入下一輪諮詢。兩個選址的填海面積合共超過500公頃
，可供逾24萬人居住。

綠色力量科學及自然護理總監鄭牧奇表示，小蠔灣海岸
線早年已曾改動，附近並無中華白海豚出沒蹤跡，填海安排
估計較易獲支持。龍鼓灘卻是天然海岸線，不遠處便是中華
白海豚棲息地，擔心填海工程影響水質，破壞白海豚棲息地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蔡涯棉認同以填海增加土地
供應，因可更改土地用途的土地有限，長遠必須以開發新界
地區、填海開拓更多土地資源。

另外，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
員提問表示，東涌第56區被劃為住宅用地的地盤將興建4座
41層高公屋，提供約3600個單位，可供約9900人居住。工程
已於去年5月動工，預計2016年落成。配合公屋落成，政府
將興建新路連接區內各地段至附近現有的迎禧路和文東路。
新路將分為南北兩部分，並設有適合公共車輛使用的停車處
，預計將於2015/2016年完成。

大嶼山屯門或填海建屋

【本報訊】記者林曉晴報道：香港是旅遊之都，每年接
待逾4000萬旅客，為鞏固香港優質旅遊勝地的形象，優質旅
遊服務協會昨日聯同警方和海關，在尖沙咀進行宣傳活動，
向商戶及市民派發傳單，加強宣傳，呼籲業界不要售賣 「翻
版」貨品。海關指會在歲晚期間加強巡邏，打擊售賣 「翻版
」貨品活動。

優質旅遊服務協會與警方和海關的代表，昨日沿彌敦道
向商戶和消費者派發宣傳單張，呼籲業界保持專業操守，切
勿售賣冒牌或盜版貨品。優質旅遊服務協會主席李應生表示
，協會定期與警方進行宣傳活動，希望提升業界服務質素，
並提高消費者對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認證標誌的認識，加
強他們舉報冒牌貨品的意識。

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監督關煜群表示，海關一直高度
關注市面售賣侵犯知識產權產品活動的情況，年近歲晚，更
會加強巡邏，打擊犯法商戶。他指去年聖誕及農曆新年期間
，未見有關侵權活動顯著上升，但海關仍會留意會否有不法
之徒利用節日時間，在人流多的地方售賣冒牌貨品，如衣飾
，鞋襪及手機配件等。他呼籲市民如果懷疑有人售賣冒牌或
翻版貨品，應立即向海關舉報。有來自深圳的旅客表示，一
些嬰兒用品，如奶粉，會傾向在香港購買，因在內地常會購得
冒牌貨品，但在香港購買的較有質素保證，覺得比較放心。

優質旅協籲勿賣翻版貨

海濱事務委員會於去年6月通過，支持成立具法
定地位的海濱管理局，並向行政長官梁振英提交有關
海濱管理局成立框架建議的報告。發展局回應查詢時
表示，政府內部現正仔細研究有關報告，海濱事務委
員會早前已成立一個由該會委員吳永順領導的專責小
組，就公眾參與活動及相關事宜，向海濱事務委員會
提出意見。政府會繼續與海濱事務委員會緊密合作，
就成立海濱管理局的建議，推展公眾諮詢工作。

國際經驗 值得借鏡
吳永順昨日接受查詢時表示，不評論施政報告會

否公布成立海濱管理局。他強調由過去的共建維港委
員會到現在的海濱事務委員會，8年經驗顯示，政府
現行架構難以將維港海濱打造成世界級海濱，從考察
澳洲悉尼達令港、岩石區等地發現，世界級海濱都是
由一個專責機構或管理局，將海濱由規劃、設計、營
運到推廣 「一手抓」負責執行。

他希望政府支持海濱事務委員會的建議，預計公
眾諮詢需時6至9個月。他認為海濱管理局愈早成立愈
好，但需要公眾參與討論，預計會有焦點小組討論與
公聽會等，但具體諮詢安排仍有待研究。雖然不足一
年時間，但他稱不想因為 「趕工」而不能兼聽市民的
意見。

海濱事務委員會過去研究認為，海濱管理局需要
「有財有地」，財政上自給自足，海濱不宜太靜態，

需要不時舉辦活動，吸引人流，令海濱保持活潑與多
元化，故此需要引入商業元素，但不能讓海濱成為富
人才可享用的地區。

吳永順稱，如何確保海濱運作更保障到公眾利益
，海濱管理局的財務安排與轄下土地數量，以及土地
規劃權在城規會抑或海濱管理局，委員會有框架構思

，但具體細節需諮詢公眾意見。不過，維港兩岸全長
73公里，海濱事務委員會過去單是規劃已要用很多時
間，相信海濱管理局成立初期，難以一次過負責各區
海濱工作，他稱有委員傾向希望由小開始，可能先將
中環新海濱的8幅土地，由政府交給海濱管理局負責。

參照西九發展模式
中環新海濱4號與7號用地曾於2011年以公私合營

模式向市場招收意向書，希望引入商業運作元素，活
化海濱，但結果慘淡收場。發展局表示，由於兩幅用
地的可建商用總樓面面積有一定限制，因此從商業角
度上以私營機構參與模式發展，未必可行，當局正研
究由建議的法定海濱管理局，推動有關發展的可

行性。
發展局稱，為盡早讓公眾享用中環新海濱，提升

海濱的活力，當局計劃在落實長遠發展前，推行多項
短期項目，包括以短期租約形式，將部分用地租出作
摩天輪等娛樂設施和臨時活動場地，部分用地會建議
以簡約設計為主題的臨時休憩用地和寵物公園，預期
今年內陸續落實。

對於海濱管理局日後如何擁有土地，吳永順稱涉
及技術性問題，需要公眾討論。至於規劃權，他個人
認為可參照西九管理局與市區重建局的模式，海濱管
理局可就轄下土地進行規劃，但最終仍需由法定的城
規會審批，相信這模式較易為公眾接受。至於賣地，
他認為公眾較難接受海濱管理局有權賣地。

▲維港兩岸長達73公里，預計海濱管理局成立後，將率先發展 「中環海濱地」 項目，上為電腦模擬圖

▲▲吳永順指世界級海濱都是吳永順指世界級海濱都是
由一個專責機構或管理局由一個專責機構或管理局，，
將海濱由規劃將海濱由規劃、、設計設計、、營運營運
到推廣到推廣 「「一手抓一手抓」」 負責執負責執
行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優質旅協、警方及海關，呼籲業界保持專業操守，切
勿售賣冒牌或盜版貨品 資料圖片

▲黃進達指，內地人對旅遊的要求亦愈來愈高，
因此近年來港後以包團形式外遊的人數明顯增加
，平均團費約1萬至2萬元

▲龍鼓灘擁有天然海岸線，遠處便是中華白海豚棲息地
，環團擔心填海工程影響水質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