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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兩檢公安西九抓人？

井水集

特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日前訪京，與 「
港澳辦」 及相關部門開會磋商，目的
是探討和解決一旦西九龍高鐵通車之
後如何落實 「一地兩檢」 的問題。

「一地兩檢」 ，當然首先是一個
法律問題、司法問題，更是涉及到如
何準確理解、落實執行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重大問題。內地公安、衛
生、出入境部門人員在香港特區範圍
內執行檢查、檢疫和管制任務，是一
個執法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但是，正如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一
語指出：如果不執行 「一地兩檢」 ，
那高鐵的興建就是徒勞的。

因此，眼前事實就是，本港高鐵
正在興建，內地則已經 「四縱四橫」
、如火如荼、港人到底要不要搭上全
國經濟高速發展這一趟列車？如果要
，就必須、也只能 「一地兩檢」 ，也
就是必須、只能接受內地公安、出入
境等相關部門人員在港執法。這是只
能 「兩者取其一」 的，不可能只要高
鐵，而不要 「一地兩檢」 、不要內地
人員在港執法。

然而，自袁司長從北京返港強調
落實 「一地兩檢」 的各種考慮因素後
，反對派一些人，如 「公民黨」 的梁
家傑、黎廣德等人，不是認真的從司
法、執法層面上就如何落實 「一地兩
檢」 問題提出建議，而是在那裏大放
厥詞、大發謬論，說什麼 「一地兩檢
」 就是容許內地公安在香港 「抓人」
，將來要抓反對派不用等到內地才抓
，一進入西九車站就可以抓了。還有
什麼 「一地兩檢」 是 「突破口」 ，一
旦突破了，以後內地公安就可以到中
環抓人了。

基本法白紙黑字規定，除國防、
外交外，內地法律不在港適用；國旗
法、國歌法適用於香港特區，都在基
本法 「附件三」 內載明。日後如落實
「一地兩檢」 ，也必然會依法辦事，

如通過基本法 「附件」 的形式來加以
規定和執行。

反對派抗中亂港真是反到「發昏」
了，連公安可以在西九車站抓人、到
中環抓人這樣的夢囈也說得出口，不
是自己癲、就是
當港人傻的了。

喜區選新人輩出 讚特首廣納人才

社 評

二○一五區議會選舉結果，對特區
今後的 「政治版圖」 將會帶來何種變化
，各方仍在分析與評估之中；但有一點
可以肯定的是：隨着相當一部分年輕人
在區選中脫穎而出，未來本港政壇將會
步入年輕化和多元發展的新時期。潮流
不可逆轉，特區政府和各派政治力量對
此都必須認真面對，並且應多加扶持和
善為引導，爭取使之成為建設香港特區
的正面力量。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
年」 。本屆區選，不論是建制還是泛民
，都有名頭響噹噹的 「雙料議員」 被名
不見經傳的新人掀下馬；究其原因，除
了當事人平日少 「落區」 或個人形象欠
佳外，一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確
「老」 了，這 「老」 不是年齡、而是政

治生涯上的歲月留痕，像 「民主黨」 的
何俊仁、 「民協」 的馮檢基，可以說本
港自有政黨和選舉活動以來他們的身影
就已經活躍其中的了，而二、三十載於
茲，在立會 「拉布」 、違法 「佔中」 、
政改表決等社會重大事項上，立場取向
和工作表現是與市民的距離近了還是遠
了？從政初期信誓旦旦的承諾又兌現了

多少？就連最起碼的競選工程，何俊仁
在落敗後也承認，臨近投票日才落區派
傳單和 「嗌咪」 那一套，看來是已經不
管用了。

事實是，今次區選新人輩出、初生
之犢，並不僅是 「泛民」 陣營才有的現
象，建制力量同樣也有大批新人冒起並
成功接棒，成績更是喜人的。這些新人
都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學畢業是 「最
低消費」 、外國留學回來的也大不乏人
，而更難得的是，他們選擇了以愛國愛
港為職志、以加入建制陣營為依託，不
怕被標籤、無懼壓力大，真心實意貢獻
社會、服務市民，那一份年輕人特有的
清純、朝氣和執著，真是叫人看了從心
裏高興和感動。

對這些建制區選新星來說，老一輩
堅持愛國愛港、踏實為地區工作的優良
傳統必須繼承，不可丟失，但在思考問
題和工作方法上卻大可放開懷抱、邁開
步子，不必事事因循守舊，更不必劃地
為牢、故步自封，香港是港人的香港、
特區是港人的特區，對正確的事包括擁
護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尊重中央憲
制地位和權責、支持特首梁振英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要敢於光明正大、理直
氣壯；對反對派抗中亂港、挑撥港人與
內地矛盾的錯誤言行，要敢於挺身而出
、直斥其非；同時對政府一些經濟民生
政策和措施也要站在大多數市民利益立
場上敢於「是其是、非其非」，不當盲目
的「保皇派」。香港的前途離不開祖國，
特區的未來就掌握在年輕人手中，建制
派一代新人只要牢牢把握好國家發展和
個人命運的大方向，立足香港、背靠祖
國、面向世界，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同樣，對是次區選中冒起的一些泛
民新人來說，敢於爭取改變和投入地區
服務的熱誠可嘉，但過早把自己 「定型
」 為什麼 「派」 、什麼 「兵」 卻大可不
必，天地寬廣、世界很大，認真了解自
己民族的歷史、認識自己的國家，以及
更多接觸各階層市民和不同意見的團體
與人士，包括更多考慮特區政府施政的
用心和難處，想法是會逐漸改變的。

特首梁振英昨日已經表明，年輕區
議員只要能為港所用，不論政治立場，
都一律歡迎加入到政府的各級委會中去
。我勸香江重抖擻，不拘一格用人才。
願區選成果為香港政壇打開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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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政綱 平衡族群 關注家庭 營造和諧

女區議員為民當仁不讓
今屆區選中當選的女性區議員，撐起區議會半邊天，民建聯沙田大圍選區的董健莉更以3649票榮膺 「票

后」 。她們希望，今後能在區議會中落實政綱，同時平衡不同族群需要，關注婦女、家庭和兒童發展，發揮
溝通技巧等優勢，參與地區工作，盡心盡力服務居民。 大公報記者 陳璁 馮瀚林 許嘉信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民建聯立
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日譴責激進網民針對
區議會參選人擾攘搞事行為，批評幸災樂禍並
非獅子山下精神。他又相信黨友鍾樹根、葛珮
帆兩人會檢討落敗原因， 「在哪裏跌倒就應在
哪裏起身」，並於下屆區議會再在同區參選。

葉國謙昨日在電台節目中總結今次區議會
結果並指出，社會對政壇年輕化呼聲很高，強

調民建聯一直有進行換代工作，但不代表立法
會選舉是一樣情況。他解釋，沒有知名度或工
作往績的年輕候選人，難以在立法會地區直選
中勝出。

至於民建聯今屆議席無增加，葉國謙表示
「去到高位之下要增加不是易事」，認為民建

聯能保持現有議席已是勝利。他又說，年輕人
有新思維、有衝勁，他對年輕人有期望，而民

建聯推動年輕化，是換代時候。
個別激進反對派及網民前日到位於漁灣邨

鍾樹根議員辦事處搞事後，昨晚又到葛珮帆馬
鞍山辦事處擾攘，聲稱要將 「獅子山下精神從
柴灣帶到馬鞍山」。葉國謙昨日在電台節目中
譴責有關行為，強調幸災樂禍絕非獅子山下精
神。他對鍾樹根和葛珮帆在區議會選舉中落敗
感到可惜，相信兩人會檢討失敗，又認為 「在
哪裏跌倒就應在哪裏起身」，兩人應該在下屆
再在同區參選。葉國謙續指，以他03年在區選
落敗經驗，可能是花在地區的時間不夠，強調
最重要是幫地區解決問題，選民才會支持。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區選結束
，服務漁灣多年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意
外落敗，他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 「佔領
」行動失敗後，社會上有不少人有所不滿，建
制派則承受着一定壓力，而這次區選結果反映
「政治票壓倒政績票」，相信落敗與 「首投族

」有關。鍾樹根強調，自己是首當其衝，但會
繼續服務市民，重申會捲土重來。

對於今次區選落敗，鍾樹根昨日出席電
台節目時表示，估計今次落敗與 「首投族」

有關，加上現時政治氣候，種種因素都會導
致自己落敗。他續說，2012年，漁灣區新增
選民只有6000人，現時卻增加至8000人，而
他的得票與過往相若，都是約1800票，但對
手票數卻倍增，反映多了 「首投族」投票。
他認為，這次區選結果是 「政治票壓倒政績
票」，雖然自己有一定的傳統票，但仍然要
花上很大力氣動員。

被問及是否輕視對手，鍾樹根否認，又指
是受到立法會 「拉布」影響，減少了自己在地

區的參與。不過，他強調，服務市民的數目及
處理的個案都沒有因此而減少，然而，鍾樹根
承認，民建聯青年工作做得不足，部分青年想
盡方法對付建制派，所以日後要思考如何做好
青年工作。至於這次落敗會否影響立法會選舉
部署，鍾樹根表示，黨內現時未有討論，但自
己會努力工作，爭取市民支持。

過去為居民解決多項問題
對於徐子見於截止報名前一刻才參選，鍾

樹根質疑為何徐會在最後關頭才現身， 「你諗
下如果淨係嚟日日企，企40日就可以攞到呢個
席位，平時使咩做嘢呢？」 「如果佢咁有心做
點解佢唔早啲嚟，點解最後兩個鐘頭先嚟呢？
」被問到是否地區工作做得不足，鍾樹根反駁
，強調自己做了很多地區工作，例如區內樂軒
臺通道水浸牽涉私人地方，最終以公帑協助維
修，解決了區內居民的出入問題。

至於有網民前日在其漁灣辦事處開香檳 「
慶祝」，鍾樹根說：「多謝佢哋咁激勵我」，重
申一定繼續努力， 「喺邊度跌倒就喺邊度爬返
起身，會捲土重來」。他續說，壓力將會變成
動力，而自己年紀不是太大，所以仍可以服務
一段時間。

葉國謙：民建聯推動年輕化

鍾樹根：邊度跌倒邊度爬返起

▶鍾樹根指 「喺邊
度跌倒就喺邊度爬
返起身，會捲土重
來」 資料圖片

今屆區議會選舉，民建聯區議
員董健莉再次出選沙田大圍選區，
結果以3649票高票當選，榮登 「票
后」。她把勝利歸功於辦事處職員
、義工和街坊們四年來支持，使自
己想做的事能夠一一落實，高票當
選證明自己過往地區工作獲得市民

認同。
身兼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副主席

的董健莉說，自己與該黨的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一同關注婦女事務和權益，包括爭取男士有薪侍產假、女士育嬰間
、女性車廂等；自己亦會在地區組織婦女義工團，讓女性能夠發揮所
長。

她認為，女性在體力上雖然較男士遜色，但溝通技巧會較好，亦
更容易與街坊深入討論家庭事，了解他們內心想法，這是女性參與地
區工作一大優勢。

九龍居民聯會啟晴邨總幹事梁
婉婷在今次區議會選舉中，在九龍城
啟德北選區取得2610票，擊敗其主
要對手、只得932票的民協李庭豐。
她坦言，早前沒有預料到票數可大
比數拋離李庭豐，強調 「自己做好
自己事」，相信是在當區鉛水事件的

應對態度和跟進工作獲得居民認同，
加上她自啟晴邨入伙時就開始在當區服

務，至今已近三年時間， 「街坊見到我努力
做實事，唔係講完就算，所以畀機會我」。

梁婉婷說在選舉期間，經常遭對手抹黑，在投票日亦曾被指罵，
甚至有人扮她 「巡邨」，聲稱 「二號婷婷告急」，實際上她候選人編
號是一號，不排除是對手有心誤導選民。她形容，對自己有信心，在
當選後繼續努力，盡力落實 「為民生、為公義，用心做實事」政綱，
跟進鉛水問題， 「不會令大家失望」，並再次感謝街坊支持。

現職土木工程師的獨立候選人
鄧銘心，擊敗曾擔任油尖旺區區議會
主席的公共專業聯盟候選人陳文佑
，當選油尖旺新選區尖東及京士柏
區議員。鄧銘心形容，面對強勁對
手一直保持平常心，雖然自己沒有
豐富選舉經驗，但在區內居住已十年

時間，對地區問題、當區居民心態和
期望較為了解，是今次獲得支持重要原

因。此外，她認為，當區大多數居民屬於中
產、專業人士， 「他們希望社區能夠穩定、和諧，安居樂業」，對於
去年 「佔領」行動看法亦影響他們選票去向。

鄧銘心早在十多年前開始投身地區工作，今次選擇加入區議會，
希望能以新身份參與地區事務，「代表市民發聲」，更好地幫助居民解
決更多問題。她計劃今後繼續跟進區內交通、設施配套，同時關注兒
童成展，推動家庭、鄰里和睦，帶出積極正面信息，營造和諧社區。

票后董健莉關注婦女權益 鄧銘心代市民發聲推和睦 梁婉婷為民生公義做實事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
鳴報道：激烈選戰剛剛落幕
，行政會議成員、一國兩制
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圖）
認為，建制派成績不錯，而
反對派 「大佬」落馬象徵意
義大， 「鉛水事件」等政治
議題亦 「炒」不起，對反對
派來說是挫折。他強調，無
理 「拉布」、發動暴力衝突
等行為不得民心，做實事方
得市民支持。

張志剛近日接受傳媒訪
問時表示，建制派成功取得約70%議席，成績相當不錯
，因為要在餘下30%議席中再有增長，其實十分困難：
「兩大陣營議席都有增長，反對派增長似乎多些。不過

大家要知道，反對派用精兵跟建制派爭取餘下議席，建
制派要再下一城，的確較反對派困難。」他亦指，在取
消委任區議員制度之後，反對派想在某些區 「翻盤」，
結果都未能取得過半議席， 「這結果對反對派來說是挫
折！」

對於不少反對派重量級或資深議員均告 「落馬」，
張志剛稱： 「雖然建制派亦有立法會議員失掉區議會議
席，但相較之下，反對派某些人敗選，意義肯定更深遠
！」他特別指出，民主黨何俊仁、民協馮檢基、公民黨
陳家洛及 「人民力量」袁彌明四人，都是所屬政黨現任
或前任主席，分量十足。而民主黨方面則更傷，因為屯
門陳樹英及葵青尹兆堅（民主黨副主席）兩位標誌性人
物同時 「墮馬」。

總結今次選舉結果，張志剛認為，大部分選民始終
希望切切實實為市民解決問題， 「炒作」政治議題、挑
動矛盾、不文明、愛肢體衝突、 「拉布」的政客，基本
上均全軍盡墨： 「如果大家都明白這一點，願意停止政
治鬥爭，多合作、多溝通的話，肯定會是香港之福。」

私隱署接50區選投訴
另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公

署自九月初至11月23日，就今屆區議會選舉共收到50宗
投訴，大部分涉及透露和不合法使用選民個人資料，12
宗已完成調查，全部不成立，其餘38宗仍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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