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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百萬訟費可能失業

井水集

「長毛」 梁國雄及 「民主黨」 何
俊仁，日前分別就特首梁振英住宅的
「僭建」 問題提出 「選舉呈請」 和司

法覆核，已被原訟庭及上訴庭判以敗
訴，昨日再被追討訟費。

廣東人有句俗話：「上得山多終遇
虎」，一再以司法覆核作為亂港 「武器
」 的「長毛」，這回可說 「遇虎」 了
；據知有關訟費可能高達一百萬元，
如果 「長毛」 不付或付不出，與訟人
可將其申請破產，屆時不僅 「手尾長
」 ，甚至連立法會議席也隨時不保。

「長毛」被追討訟費，可說咎由自
取、與人無尤。事實是，與訟人梁振
英雖貴為特首，也不可能用公帑來打
個人官司，所以近百萬的律師費等訟
費都得自己掏腰包；如今官司得直，
自然要向提出司法覆核的「長毛」追討
訟費，除非梁振英甘願 「你告我、我
埋單」 ，但天底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事實是，動輒以司法覆核來干擾
、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也該是 「
長毛」 和 「大狀黨」 等人應付出代價
的時候了。 「大狀黨」 在 「領匯」 上
市和港珠澳大橋的環評訴訟上雖然未

被追討巨額訟費，因為他們十分狡猾
，自己不出頭，而是慫恿一些領取綜
援的公屋阿婆出頭入稟，兼且申請「法
律援助」用公帑、用市民的錢告政府、
打官司，他們自己則躲在幕後策劃，
但其後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他們
是付出了失票、失議席的代價的，對
這些「金牙大狀」也是另一種教訓。

特區司法獨立， 「法援」 協助基
層市民伸張社會公義，但在反對派和
亂港傳媒操弄之下，加上一個 「大狀
黨」 知法亂法、以法亂港，這些良好
的傳統和社會基石已經被他們 「政治
化」 和濫用，用來抗中亂港和阻撓政
府依法施政。而市民大眾對此早已有
怨言。在市民眼中，司法覆核幾乎已
經成了反對派的 「專用」 ，尊嚴和權
威感已喪失不少。

可笑的是，「長毛」這邊被追討百
萬訟費，大叫被「迫害」，要「籌款」，
那邊狀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剪布」、
禁止他「拉布」的司法覆核又已提上法
庭。看來，「迫害」他的不是別人，而
是長毛「自作
孽」而已。

中聯辦地位作用不容再貶抑

社 評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天首次公開回
應傳媒提問，談及 「一國兩制」 及中聯
辦職責等問題，內容受到各方廣泛關注
，其不迴避、不含糊的態度更予人 「眼
前一亮」 的感覺。

事實是，回歸十五載，中聯辦在港
鮮有公開談論特區事務，因為一開口就
會被指為 「干預」 以至 「違反一國兩制
」 ，不要說作為中央駐港機構，其發言
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甚至連一個普通政
黨社團也不如，反對派和亂港傳媒動輒
以 「西環」 稱之而不名，社會人士往訪
中聯辦也要左閃右避。

在此情形下，中聯辦人員大部分時
間 「深居簡出」 、噤若寒蟬，不要說月
旦批評港事，就連在 「一國兩制」 方針
下應該講、必須講的話也盡量不講或少
講，一些在職權範圍內應該做、必須做
的事也盡量不做或少做。

此一現象，是不正常、不合理，也
不可以接受的。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
構，當然要以身作則、率先垂範，帶頭
遵守基本法和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但這和今日

反對派與亂港傳媒刻意炮製的、企圖把

中聯辦 「限死」 在 「西環」 的局面完全
是兩回事。中央決定中聯辦不直接參與
香港特區內部事務，是為了凸顯 「一國
兩制」 ；但事態發展到今天，梁振英往
訪中聯辦要被喝令 「交代」 ，李剛往醫
院看望海難傷者被指為 「越權」 ，就連
前天張曉明上任伊始坐地鐵、探 「房
」 ，了解民眾生活，也被個別傳媒指為
「不恰當」 、 「要避免」 ……。

如此中聯辦 「令不出西環」 ，不能
廣泛主動接觸社會各界市民，不許就港
人關心的議題表達關注和提出意見，如
此中聯辦又如何可以更好掌握和貼近港
情民意，又如何可以把中央對港的有關
方針政策和措施及時向市民傳達？而此
種扭曲局面的唯一後果，就是愛國愛港
市民感到徬徨困惑，反對派和亂港傳媒
抗中亂港則更為氣焰囂張， 「一國兩制
」 方針也得不到完整、準確、有力的落
實和發揚。

因此，張曉明主任前天發表的 「西
環不治港」 、 「西環要盡職」 之言，對
那些抗中亂港已經抗昏了頭的反對派和
亂港傳媒無疑是一服 「清醒劑」 和當頭
棒喝，值得支持。

部分傳媒昨日的評論和報道，對 「
西環不治港」 大表歡迎，但對 「西環要
盡職」 則有所保留，還有人說當日鄧小
平制訂 「一國兩制」 方針的 「精髓」 就
是 「不干預」 ，叫張曉明 「以鄧為師」
，云云。

這真是 「一葉障目」 之言。首先，
「西環不治港」 並不是一句單獨的說話

，不能 「斷章取義」 ，它與 「西環要盡
職」 是連成一體的完整表述，今後中聯
辦將會繼續恪守 「一國兩制」 ，不干預
特區內部事務和特區政府施政，但中聯
辦需要克盡職責，向中央全面、準確、
客觀反映香港情況，認真執行中央對港
的方針政策，在特區政府有需要的時候
積極提供協助，並且繼續廣泛聯繫香港
各界人士、多交朋友。而只有完整落實
「西環不治港、西環要盡職」 ，才符合
「一國兩制」 ，也才是港人社會之福。

至於說鄧公生前制訂 「一國兩制」
方針的 「精髓」 是 「不干預」 ，那就只
能說是 「夏蟲不可語冰」 了。任何企圖
排斥、限制、貶抑中聯辦作用的言行，
都不會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原意，更
不會是鄧公的 「精髓」 。

反對派千萬項修訂頑抗剪布
葉國謙財委會提案堵塞拉布漏洞

高永文：指控特首超乎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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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
：對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前日會
見傳媒時表示， 「西環」不治港
，但 「西環」要盡職，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
示，張曉明的講法已很清楚，是
直話直說，沒有迴避問題。至於
有報道稱，譚耀宗說前中聯辦主
任彭清華亦曾探訪 「劏房」，譚
耀宗澄清，自己講的是曾與陳佐
洱探訪 「劏房」。

譚耀宗昨出席商業電台節目
時，被問及有關 「西環」不治港的言論，譚耀宗表示，過去
有不少報道都曾講過 「西環治港」的觀點，而張曉明直話直
說、無迴避問題，相信他已澄清了中聯辦的職能和職責。

張曉明在講話中曾提及，探訪過深水的 「劏房」家庭
，昨日亦有報道引述譚耀宗表示，前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曾探
訪 「劏房」。譚耀宗澄清，自己當時所講的，是曾陪同中英
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陳佐洱探訪 「劏房」，而並非彭清華
。譚耀宗又表示，張曉明作為中聯辦主任，透過探訪活動增
加對香港社會民情的了解，是好事，外界不應對事件作過度
引申和猜測。

張曉明了解民情
譚耀忠表示支持

反對派在上屆立法會中大玩 「拉布」，浪費公帑和議會時間早已
天怒人怨。為阻止反對派重施故伎，民建聯的葉國謙在新一屆立法會
期開始後，立即建議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限制議員在同
一議程項目只能提一項議案，以填補 「拉布」漏洞。但由於社民連 「
長毛」梁國雄在審議長者生活津貼撥款時不斷 「拉布」，葉國謙的 「
剪布」議案遲遲未進入審議階段。

先提27萬項修訂案
為力阻 「剪布」議案早日通過，反對派想方設法，以 「拉布」抗

「剪布」，包括在上周五財委會討論 「5+2」方案時（即議員提出修
改財委會議事規則需5天前書面通知，其他議員作追加修訂需不少於2
天前通知），提出逾1,244項修訂，希望拖延葉國謙的 「剪布」議案
的審議，但葉國謙當場提出 「中止待續」並獲通過， 「剪布」議案將
獲提前處理，反對派在 「拉布」戰上先輸一仗。

但是反對派死心不息，人民力量陳偉業昨日表示，計劃就 「剪布
」議案向秘書處提交27萬個修訂議案， 「佢（葉國謙）要求我們只可
限提一項議案，我們就要求他豁免政府的各項的撥款總目，並逐項及
組合地提出，這已經有9萬條修訂。」他聲稱，在這些修訂 「添油加
醋」，加入 「如果涉及公眾利益」、 「如果涉及違反基本法」的前設
，修訂議案就會倍數增長， 「要表決完27萬個修訂議案，財委會即使
24小時開會，亦要開足303日。」他又揚言，之後可以再提出1千萬項
修訂。

葉國謙：為公義奉陪到底
除了人民力量聲稱提出千萬項 「垃圾」修訂，民主黨、工黨等泛

民主派昨日亦召開 「飯盒會」，決定將提出幾十萬項修訂，首批會有
10萬項。如果反對派最終落實這些修訂，勢必令財委會繼 「長毛」在
長者生活津貼一役中大玩 「拉布」後，再次陷入無窮無盡的 「拉布」
泥沼戰，嚴重癱瘓立法會運作。

葉國謙昨日回應指，財委會就動議提出修訂有嚴格的規則，如果
其中一項修訂獲通過，其他內容相近或矛盾的修訂，則不可以再動議
，他質疑反對派是否有能力提出所謂過千萬項修訂，認為有關言論是
對他的 「恐嚇」。葉國謙強調， 「公義就是公義，市民利益就是市民
利益」，不會撤回 「剪布」議案， 「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對
於反對派的不斷 「撒賴」，他一定 「奉陪到底」，並有信心自己的動
議可在今個會期內獲得通過。

反對派對玩殘議會樂此不疲。為阻止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葉國謙提出的 「剪布」 議案獲通過，反對派不惜再
次癱瘓議會運作，昨日揚言將就此提出過千萬項修訂。
葉國謙回應稱，財委會就動議提出修訂有嚴格的規則，
反對派所指的千萬項修訂是 「恐嚇」 。對於反對派的不
斷 「撒賴」 ，葉國謙表示，為了 「公義」 和 「市民利益
」 ，他不會撤回議案，並有信心自己的動議可在今個會
期內獲得通過。

本報記者 朱晉科

【本報訊】反對派去年為阻撓新政府架
構重組而拉布，在立法會大會和財委會就各
項議案分別提出大量修訂，人民力量的黃毓
民、陳偉業和社民連的 「長毛」梁國雄，在
議會內不斷發表冗長演說，拖垮整個議會的
運作，令議會積壓多項重要民生的議程。

為防止反對派提出大量垃圾動議， 「拉
布」癱瘓立法會運作，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
國謙在新一屆立法會開始後就動議修訂《議
事規則》第三十七（A），希望修訂財委會
和財委會轄下的人事編制委員會、工務小組
委員會的議事程序，建議議員在審議某議程
項目期間，可無須經預告而動議一項議案，
並就該議程項目表達一項或多項意見，但就

限制每個議員只可就該議程提一項議案。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指，有關修訂將扼殺

議員的發言空間，削減他們監督政府的權力
，葉國謙強調，有關修訂只限制修訂次數，
並無限制修訂內容，議員可以在一項動議中
包含所有的意見，同時亦無限制議員發言次
數及時間，不會扼殺議員發言的空間，反對
派對他的種種指責是 「無限上綱上線」。

其實反對派在新一屆立法會的種種表現
，已經證明了葉國謙 「剪布」議案獲通過的
迫切性，例如 「長毛」在財委會審議長者生
活津貼計劃撥款時大玩拉布，提出數百項垃
圾修訂，例如對長者生活津貼的金額調整期
「玩數字遊戲」，將每1年檢討1次改為每1年
檢討2次，直至每10年檢討10次等。 「長毛
」的拉布不但浪費議會時間，令財委會要七
度開會才能通過計劃，更折磨40萬有需要的
長者，令他們痛失兩個月共4400元的津貼。

【本報訊】記者石璐杉報道：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新一屆政府行事並未乖離一些過往行之有
效的方法。他指出，整個政府和公務員系統一直在演化中，如
果有改變，必須視乎那改變或演化是好是壞，而不是有任何變
化，外界就做一個價值判斷。對於行政長官梁振英交代大宅僭
建是否涉及誠信問題，高永文表示，不可以簡單下判斷；他認
為，許多時候有些人的指控超乎事實，令問題變得難以處理。

為基層謀福利加入政府
今年是沙士十周年，當年前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

及前醫管局主席梁智鴻辭職，高永文強調，兩人並非因為過失
離開，而是為體現問責精神。高永文當時亦辭去醫管局職務，
他說，能夠與兩位戰友一同離開是他的光榮。對於加入新一屆
政府擔任問責局長，高永文坦言，並不介意被稱作「梁粉」，但
他強調，與其他幾位局長加入問責團隊，是由於香港經濟持續
發展20多年之後，基層未能分享成果，他們希望幫大家爭取更
多社會公義。高永文又表示，他視高民望為鞭策，又相信民望
高是由於他處理的是民生議題，與政治敏感及意識形態無關。

談及新一屆政府的理念和做法是否與以往不同，高永文說
，自己曾經做過十年公務員，在醫管局同政府一直都有合作，
很多公務員他都很熟悉， 「整個系統一直在演化中，如果有改

變，必須視乎那改變或演化是好是壞，而不是有任何演化，你
就有一個價值判斷。」但高永文承認，現時的環境很惡劣，令
政府做事很困難，問責團隊也感覺到氣氛差和阻力很大。他同
時亦表示： 「我們會盡量做，我們的團隊也多了一份相互的支
持和關心。」

自願醫保2015推行
對於梁振英的僭建問題，高永文說，僭建問題令社會上很

多人都很困擾。被問及梁振英在交代僭建時是否有誠信問題，
高永文說： 「我也不認為，我們應該如此簡單下一個判斷，因
為很多時候有些人提出問題時，若帶部分的事實，然後做出
超乎事實的指控，添加了很多東西。」

此外，談及如何改善醫療服務時，高永文指出，公立醫院
輪候時間一直需要改善，目前要找出所謂 「重災區」，每個專
科要根據自身的問題，找出問題根源；他又指，最近開始和私
家醫院商討，如何引進機制，增加私家醫療服務收費的透明度
。至於自願醫保計劃，高永文說，2015年正式推行計劃的時間
表未變，當局將在今年之內拿出一個具體的建議。他表示，希
望將來透過有管理的私家保險，先訂立最低的保障水平，當局
也會探討用其他的誘因，令中產的、有工作的人士，積極考慮
在患病前買私家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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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謙在新一屆立法會提出剪布動議 資料圖片

▲譚耀忠表示，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了解香港民
情是好事

▲高永文稱，是為了令基層可分
享經濟成果，加入特區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