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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梁振英僭建問題，立法會一個月內連續第三次投票，三次結果如出一轍。出現如此結果，反對
派不夠票固然是其中原因，但最為關鍵的是，針對梁振英的彈劾指控缺乏足夠、確鑿的證據。從一連
三次的議會投票結果，乃至由去年七月一日至今半年來的社會輿論，實際上反映了公眾的一種強烈的
聲音，這就是立法會是時候重回正軌，停止無休無止的政治內鬥，以讓社會能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余若薇騎劫惡計難得逞 □李明俊

大陸居民赴台遊再創歷史新高，據台灣方面
最新公布，2012年大陸居民入台人數達223.56萬
人次，比2011年高出近五成。其中，團隊遊增長
了43%，個人遊則大增5.3倍。

國民黨2008年重新執政，馬英九甫上台即遭
遇全球金融海嘯，台灣經濟面臨嚴峻考驗。大陸
方面支持台灣經濟復蘇，即時推出大陸居民赴
台旅遊，可稱得上是惠台舉措中見效最快的 「
政策紅利」。

大陸客赴台遊帶動台灣經濟增長，開放四年
半時間，為台灣帶來超過二千億新台幣的可觀收
益。不斷攀升的赴台遊客源推動島內新一輪投資
熱，各地加快興建與翻新觀光飯店，觀光遊覽設
施擴容及大量採購遊覽車。赴台遊也帶旺了餐飲
業、紀念品業、伴手禮業、精品業及改善了就業
市場。陸客擠爆了原本不算熱鬧的台北故宮博物
院，一棵 「翠玉白菜」變成了萬人迷，有陸客團
在參觀兩小時內為買 「翠玉白菜」複製品就豪擲
120萬新台幣，這一景象可能在世界任何一間博
物館都要堪稱奇觀。

赴港台遊是 「政策紅利」
因為神州各地遊客的到來，香港與台灣一樣

都在享受中央政府送來的 「政策紅利」。只是台
灣剛刷新的一年最高223萬人次的紀錄，也僅抵
得上香港的一個零頭。不過，島內媒體已警告台
灣慎防重蹈 「香港陷阱」。何出此言，用台媒的
話說，香港彈丸之地，2011年內地客已近三千萬
，雖帶來了龐大的經濟效益，但也帶來諸如內地
投機客搶購奶粉等問題，影響港人正常生活。此
外，由於惡性競爭出現強迫陸客購物而引發香港
導遊與大陸遊客的衝突，甚至導致兩地的民眾
相互攻擊、謾罵。這就是一味求量的 「香港陷
阱」，無異於慢性自殺。

雖然 「香港陷阱」一詞有些刺耳，在香港也
從未聽聞有這種說法，但就其羅織的現象，也並
非空穴來風。因為內地水貨客來港搶購奶粉、紙
尿片、洗頭水而引發的社會反彈，建議收緊內地
來港的 「一簽多行」（ 「一年多次便捷往返香港
的簽註」）的政策，的確有所耳聞。

近年，中國遊客的足遍布全球。據美媒報
道，中國去年共有8200萬人出國旅遊，在外國的

消費多達850億美元（約6600多億港元），消費額超越美國，僅次
於德國居世界第二。各國旅遊業都積極研擬措施，爭搶這群 「中國
財神」。

各國都爭搶 「中國財神」
在瑞士琉森市的寶齊萊鐘表店裡，能操普通話的華人女營業員

們佔店員的多數，她們忙碌於接待國內來的同胞，每當做成一單生
意，那些非華人店員就接過手來作諸如為顧客包裝商品和填寫退稅
單等收尾的工作，而中國姑娘們又繼續被絡繹不絕湧進店裡的一批
又一批的來自祖國的遊客包圍，好像永遠抽不出身來。在滑雪勝
地鐵力士雪山一萬呎高的纜車站，紀念品商店裡三個店員中就有兩
個是華人，餐廳經理見到華人旅行團入座，居然能召喚 「全華班」
的侍應出來接待。這些都是當地針對中國旅客龐大的消費力而採取
的積極對策，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提供最好的服務給這些遠道而來的
「中國財神」，讓他們盡量多地把錢花在這個歐洲最富裕的國度裡

。瑞士政府專門撰寫吸引和服務中國遊客的報告，認為中國遊客出
手闊綽，他們在該國平均每天花費350美元（約2700港元），遠高
於任何西方國家的遊客。旅遊當局特別為業界編制《瑞士招待中國
貴賓》指南，介紹中國習俗和文化，包含了別跟中國遊客談論政治
；中國人愛熱鬧，不論出外購物抑或吃飯都愛一大班人鬧哄哄；不
愛預先安排行程又不愛等候，招呼他們要有彈性，反應要快；甚至
向業界發出 「絕不可能令中國遊客覺得瑞士菜比中國菜好吃」的 「
忠告」。

在全世界都在為搶奪 「中國財神」而大費周章的當下，香港、
澳門、台灣自然可說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暫且不提澳門，港台比起
外國本應更懂得該如何服務自己的同胞，但都低估這股 「神州客流
」的強勢而在短短數年間暴露出諸多癥結。開辦4年的赴台遊，涉
及大陸客的重大傷亡事故從未間斷，台北吊車墮落、太魯閣落石、
阿里山小火車出軌、蘇花公路崩塌……讓大陸業者疾呼： 「到台灣
旅遊已成為大陸出境遊危險指數最高的地方」。

香港應提升自身能力
2003年受SARS疫情影響，香港經濟受到嚴重衝擊，為提振香

港經濟、紓解民困，內地開放了赴港 「自由行」，目前內地共有49
個城市的居民可以個人遊身份到香港旅遊。 「自由行」實行的十年
間，香港忽略自身軟硬件的提升，終於感到旅遊設施的接待、承受
能力難以負擔，規管又漏洞百出，以至引發社會反彈，甚至要收緊
已實行的 「一簽多行」。這無異於一種政策上的倒退。

在赴台遊開放初期，由於台灣方面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而接連
發生大陸遊客重大傷亡事故，大陸當局並未因此而叫停；在香港新
一屆政府因水貨客問題而單方面要求暫停非戶籍深圳居民來港 「一
簽多行」，內地政府也即時給予配合。這些都說明中央政府在釋放
「政策紅利」時是誠心誠意為港台地區人民的福祉想。相反，若

果港台地區在先天準備不足，後天不思彌補的狀況下，未能搶佔先
機，反而視商機為 「陷阱」，拿 「財神」當 「瘟神」，說來都該慚
愧。開放內地居民出境遊的「政策紅利」在中央政府手上，而選擇港
台旅遊卻包含了內地人民向港台同胞釋出的真情和善意，受之亦應
善待之，否則，就變成了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

作者為資深台灣問題評論員

立法會是時候重回正軌
□李繼亭

落實法治才有公平正義 □陳 群

立法會昨日以大比數否決了由反對派提出
的彈劾特首動議，這也是一個月內，立法會就
單一問題所進行的第三次投票，三次結果如出
一轍。出現如此結果，不出公眾所料，反對派
不夠票固然是其中原因，但最為關鍵的是，針
對梁振英的彈劾指控缺乏足夠、確鑿的證據。
從一連三次的議會投票結果，乃至由去年七月
一日至今半年來的社會輿論，實際上反映了公
眾的一種強烈的聲音，這就是立法會是時候重
回正軌，停止無休無止的政治內鬥，以讓社會
能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不論是否立法會的彈劾動議，就算是坊間
普通的一宗裁判官司，控方要指控成功，確鑿
證據是必須條件。但如果市民全程觀看昨日的
辯論的話，卻很容易得到一種印象，議員在政
治攻擊，多於對梁振英的事實指控。其間出現
最頻密的字眼分別是 「講大話」、 「騙人」、
「無誠信」、 「人格破產」等等，但到底如何
「騙人」、如何 「無誠信」，綜觀所有二十多

名發言的反對派，卻沒有一人能夠拿出足夠的
事實證據，來來去去還是那套說了無數遍的說
辭。如果說香港的民主議會制度獲得世界的廣
泛認可，那麼，此次由反對派提出的彈劾動議
素質之差劣，大概要成為國際笑話。連具體的
證據也拿不出來，就要動之以憲政武器，只能
用政治兒戲來形容。

三次動議全遭否決
代表政府回應立法會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說得好，在任何憲制下，啟動彈劾行政機關
首長的程式屬於極為嚴重的事情，須予以嚴肅
處理。之前在立法會辯論的兩項動議，分別是
對行政長官不信任動議及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

查有關事宜的動議已遭否決，再動議彈劾並無
必要。事實上，社會上已有很多聲音，認為政
府及立法會不應再耗費議事堂的寶貴時間在這
個議題上作討論，而是應該重新集中精神處理
重要的政策事宜及民生課題。

歸根結底，彈劾應當是對主要官員犯有重
大罪行的政治懲罰，是指立法機構對政府官員
提起的一種刑事訴訟程序。而不應當是反對派
政黨以 「莫須有」的名義進行無謂的政治打擊
手段。香港議會制度承襲英國，事實上彈劾動
議的源起正於英國，但不論是英國還是美國，
都不可能出現像香港議會這樣兒戲的舉動。

兒戲彈劾世人笑柄
十四世紀英國議會確定了首批彈劾案例。

美國在制定憲法時借鑒了英國的彈劾程序。美
國憲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總統、副總統和合
眾國的所有文職官員，因叛國罪、賄賂罪或其
他重罪和輕罪而受彈劾並被定罪時，應予免職
。美國憲法賦予眾議院彈劾的權利，由其依據
應予彈劾的指控提起訴訟；而參議院則依據彈
劾指控條款對官員進行審訊。簡言之，眾院起
檢察官的作用，參院則相當於審訊陪審團。嚴
格說，彈劾只是指起訴，被彈劾並不等於被免
職；只有經參院審訊定罪後，才能被免職。

在美國二百三十多年歷史上，國會僅對三
位總統進行過彈劾調查，但是沒有一個最後被
罷免。1868年，由於在南北戰爭後重建南方問
題上的爭論，第十七屆總統安德魯．約翰遜受
到彈劾，但在參院審判時以一票之差被宣告無
罪，未被免職；1974年 「水門事件」中，眾院
司法委員會通過了三項彈劾總統尼克松的條款
。在眾院對彈劾條款進行表決前，尼克松宣布
辭職。1999年，美眾議院以克林頓在其緋聞案
調查中作偽證和妨礙司法為由提出彈劾動議，
參議院參與了克林頓的彈劾審訊，但彈劾動議

在參議院未獲通過。以英國為例，2006年貝理
雅遭彈劾，理由是他個人的錯誤將英國帶入伊
拉克戰爭。

顯而易見，在西方議會，彈劾是極其嚴肅
的憲政權力，所涉及的必須是重大罪名，例如
「妨礙司法公正」、 「貪污受賄」，而不是似

是而非的 「誠信」問題。西方議會政黨不會像
香港反對派如此胡來，在作出 「誠信」指控時
，必須也應當提供令人信服的理據。沒有實證
支撐，最終只會削弱自己的公信力與說服力。

令香港市民感到無奈的是，同一議題在過
去一個月裡已經討論了三次，儘管每次結果都
一樣，卻無法改變反對派這種極端的政治舉動
。但說到底，這是否香港市民所願意見到的？
過去半年來，充斥在立法會的政治攻擊無日無
之，不少市民從心裡感到厭惡。市民希望，隨
三次同樣議案的否決，可以令立法會回到正
軌，議員也可以真正用心討論一下市民所關注
的議題。

回應民意議會有責
與立法會反對派的極端做法相比，梁振英

自上任以來一直領導他的團隊和特區政府盡心
盡力推動香港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銳意提升市
民的生活質素。在上任短短的六個月內，已宣
布了一系列果斷的政策措施，包括更改政策遏
止 「雙非」孕婦到港產子、建議暫停執行擴大
內地人士「自由行」計劃、提高特別印花稅和設
立買家印花稅、推出 「港人港地」政策，以及
重設 「扶貧委員會」，並落實制訂貧窮線等。

再過一星期，梁振英上任後首份施政報告
將出爐，當前應是聚焦處理政策議題的時刻。
香港還有很多事情尚待解決，市民期望各方停
止政治內耗，給予政府空間去為市民做實事
、謀福祉。而不是持續不斷的議會內鬥與內
耗。

許多人對於公民黨和社民連合夥搞 「五區公投
」 「全民起義」並不了解其動機。對於公民黨在選
舉中大叫反對 「赤化」 「反中」的口號，也莫名其
妙。到了最近，在立法會沒有議席的余若薇突然在
反對派的研討會上提出所有反對派的政黨，都要團
結起來，爭取 「真的普選行政長官」，為了爭取普
選，她呼籲立法會 「超級」議員積極考慮辭職，然
後在政綱中提出 「真正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進
行一次超級公民投票。

她的如意算盤，就是讓馮檢基、何俊仁、涂謹
申三個 「超級議員」一起辭職，越多人辭職再度參
選，助選和動員的力量越多，可以製造聲勢。到了
2017年選舉行政長官的時候，公民黨就會提出輪流
參選的制度，民主黨已經有兩個人參加過超級補選
，進行過公民投票。那麼，根據輪流參選的內部共
識，2012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民主黨的何俊仁已經
代表過泛民出選過行政長官，2017年代表反對派推

選行政長官的人選必然是余若薇，民主黨連反對的
理由也沒有，屆時，所有反對派都必須圍繞余若
薇這個候選人團團轉，公民黨就成為了反對派的盟
主。

美國政客的 「民主女神」
眾所周知，根據 「維基解密」，美國總領事館

一直物色 「民主女神」，接替李柱銘，推動香港的
民主，余若薇就是美國心目中的 「民主女神」。

說起來，李柱銘和美國的關係非同小可，他身
邊一直有一個美國顧問，當然體會到美國老闆急於
找尋接班人的心事。因此，李柱銘一直大力吹捧和
推薦余若薇，出賣民主黨，每一次選舉，李柱銘都
是要公民黨製造機會，讓公民黨的黨魁上位。2012
年的立法會選舉，由於何俊仁要參加超級選舉，新
界西缺乏政治明星，李柱銘看到有機可乘，立即安
排余若薇空降新界西，企圖奪取兩個議席。李柱銘
這個舉動，為公民黨日後進軍新界地區，吸收收入
比較低的階層的選票，取得了戰略利益；也為2017
年余若薇參選行政長官作安排。因為民主黨在201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已經派出了何俊仁參選，
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就沒有民主黨的份，順理成
章由公民黨派出候選人。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
民主黨正成為了李柱銘 「選舉協商」的最大受害者
，公民黨奪取了大量票源，新界西兩員大將李永達
和陳樹英雙雙落馬，元氣大傷。

余若薇食髓知味，今天又率先提出了 「超級公
民投票」的建議，有兩個作用，第一是向美國老闆
邀功，表示她在推動香港轉化為獨立政治實體，對
中國中央政府宣布起義，政治立場鮮明，值得美國
繼續培養和支持，準備做 「民主女神」。第二是向
所有的反對派政黨表示，我已經體現了美國老闆的
號令，有強大背景，足以成為了反對派的領袖，你
們要捆綁在一起，共同行動，支持超級公民投票選
舉，作出犧牲。

大家都知道，立法會針對議員辭職又再返回議
會，已經制定了新的條例，堵塞了漏洞，辭職的立
法會議員，六個月內不能再參選。所以說，民主黨
將會有兩個立法會議員辭職，民主黨的第二梯隊不
成氣候，缺乏民望，難以派人出選，民協的情況也
是如此。如此一來，公民黨和人民力量就有機可乘

，派人角逐，爭取自己的票源，大挖民主黨的票源
牆腳。無論如何，他們在爭取激進的選民方面，通
過選舉，就有進帳。經過了超級公民投票，民主黨
會流失更多選票，肯定進一步衰落。李柱銘的妙計
，就是利用公民投票，玩殘民主黨，扶植公民黨。
陳方安生近日再度翻開民主黨的舊帳，說民主黨與
中共洽談政制的前景，是出賣了民主，用意十分明
顯，就是要香港的右翼選民，不要投票給予民主黨。

等候她的是再次慘敗
不過，反對派也不是不知道李柱銘、陳方安生

和余若薇的陰謀詭計，乃是綁架反對派，為公民黨
擴大勢力範圍服務。表面上，爭取 「真的普選」大
旗幟，不便抗拒。實在內心同床異夢，他們不會讓
公民黨得到便宜，到時候，他們就會派出二三線的
人物參加公投，以免在選舉的時候，票倉大轉移，
流進了公民黨的口袋。

2010年的 「五區公投」，反對派為什麼僅得
17%的投票率？這除了香江大多數選民進行抵制之
外，還有反對派擔心票倉被 「乾坤大挪移」的原因
，所以大家都雪擁藍關馬不前，盡量不發動自己的
選民投票，避免益了公民黨。

李柱銘、余若薇盡可以高調唱好 「超級公民投
票」，香港廣大市民一定不會上當，各個反對派山
頭也不會上當，等候余若薇的就是再一次慘敗。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1月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
電視電話會議，中共中央新常
委把 「公平正義」提到 「政法
靈魂」的空前高度，令國人強
烈感受到一股法治新風。習近
平總書記指示要 「全力推進平
安中國、法治中國、過硬隊伍

建設，堅持從嚴治警，堅決反對執法不公、司法腐
敗，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努力讓
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短短一段話，提出了建設 「平安中國、法治中
國」明確目標、指出了 「執法不公、司法腐敗」政
法弊端，指示 「要增強人民的安全感和滿意度」，
「讓人民感受到公平正義」。筆者以為，這標誌新

常委繼改進文風會風之後，又在政法領域吹出痛改
不良積習新風，推開中國法治的一扇新門。

提出一個 「法靈魂」
自從法治理念傳入中國，依法治國成為無數仁

人志士追求的治國之路。但是，面對中國近、現代
種種政治主張與路線鬥爭，面對世界浩如煙海的法
典法律法規規章，人們對 「法靈魂」從來眾說紛紜
，莫衷一是。此次會議上，中共新常委明確給出八
個字：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
柱明確提出 「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法治建設
的靈魂。」 「公平正義」提了多年，聽似老生常談
，但提到 「法治靈魂」高度則是法理突破。政法改
革經歷三十年坎坷，成就一大堆，固然可喜；但人
民仍不滿意，令人心沉。 「大蓋帽兩頭翹，吃完原

告吃被告」等 「執法不公、司法腐敗」並非少數，
「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冤案時有發生， 「執法

不嚴、裁判不公、訴訟難、執行難」等百姓頭痛問
題比比皆是，再加上權錢勾結、貪污腐敗、分配不
公、兩極分化……種種弊端指向一個關鍵——缺乏
公平正義。

筆者以為，此次會議有句話最樸實給力： 「努
力讓經濟確有困難的群眾打得起官司，讓有理有據
的當事人贏得了官司，讓打贏官司且具備條件執行
的當事人及時實現勝訴權益，讓當事人感受到法律
的尊嚴和公正，讓人民群眾感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
。」習總書記講 「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就是 「法靈魂」的
精髓。

廢除一種 「荒唐法」
法治以公平正義為靈魂，就必須以靈魂為標準

重新清理舊法，大膽突破，大膽創新，甚至在某些
法上要撥亂反正。比如會議宣布廢止實行了幾十年
的勞改勞教制度，就是順應民意的一大突破。孟建
柱宣布 「中央已研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
，今年停止使用勞教制度。」

眾所周知，勞教制度起源當年蘇聯 「老大哥」
的發明。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沒有修建正規監
獄，契卡在1918-1920年間修建一批勞動營，大批
犯人被轉移到勞動營勞動改造。僅科雷馬河礦場就
有3萬8千名犯人死亡，史稱 「死亡谷」。索爾仁尼
琴《古拉格群島》真實描寫了蘇聯勞改勞教制度。
1950年中共在 「肅反」中引進並建立這一制度，
1955年8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徹底肅清暗藏反革
命分子的指示》， 「勞動教養」名詞誕生。勞改勞
教制度在 「反右」、 「文革」中使很多人非正常死

亡，楊顯惠《夾邊溝紀事》、何濟翔《滬上法治夢
》中都有真實寫照。

延續至今的勞改勞教制度弊端多多。新華社《
把維穩式勞教掃進歷史垃圾堆》一文提出 「把拖時
代後腿的維穩式勞教盡早掃進歷史垃圾堆。」光明
網《廢除勞動教養制度不能再拖》一文認為 「勞動
教養在規制上的 『先天不足』，導致了執行上的 『
後天缺陷』。有權決定勞動教養機構與公安機關實
際上的 『一體性』，形成了由一個機關抓人、搜證
和處罰的缺失公正的程序。」

提高五種 「正能力」
「正能量」成為2012年中國關鍵詞，法治 「正

能量」是什麼？新常委在此次會議上給出新答案。
習近平所說 「進一步提高執法能力，進一步增強人
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進一步提高政法工作親和
力和公信力」，並提出非常重要的 「提升五種能力
」：力提升做好新形勢下群眾工作能力，力提
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能力，力提升新媒體時代社
會溝通能力，力提升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力
提升政法隊伍拒腐防變能力。這五種能力，一講為
人民，指立場感情；二講公平正義，指法治靈魂；
三講與媒體溝通，指公開透明；四講科技信息應用
，指科學法治；五講拒腐防變，指政法清廉。

筆者以為，沒有親和力，與人民離心離德，包
青天也搞不好政法工作；失去公信力，說破天也沒
有群眾相信你；百姓失去安全感和滿意度，依法治
國就是句空話。反之，能真正做到這五點，人民沒
有不親和的道理，群眾沒有不公信的理由，百姓沒
有不滿意的緣由。所以，親和力和公信力是法治 「
正能量」的核心點，安全感和滿意度是政法 「正能
力」的試金石。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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