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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胡主席重要講話 支持梁特首開創新局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施祥鵬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首席顧問
國家主席胡錦濤出席香港回歸15周年慶典活動的重要講話，高屋建瓴，內涵豐富，集中體現 「必須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

支持特首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將胡主席的講話精神落
格按照基本法辦事，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 實到具體的施政之中，才能保證「一國兩制」實踐繼續
了中央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新探索、新思考，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做好香港工作的重要指
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維 順利推進，保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讓市民享受到實
針，值得高度重視。中聯辦主任彭清華近日在《求是》雜誌發表題為《對重大課題的深刻回答》 護國家整體利益和保障香港社會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積 實在在的福祉。
的文章，深入精闢地分析解讀了胡主席的講話，使我們更加深入理解到，胡主席從戰略層面提 極開展對外交往和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有機結
支持梁振英帶領香港落實中央要求
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出的「十六字要求」
（依法治港、精誠團結、勤政為民、登高望遠）和「四個努力」
（努力促進
目前，香港經濟轉型舉步維艱，許多深層次矛盾急需
處理好「四個關係」保港繁榮穩定
解決。面對區域經濟競爭激烈，國家經濟發展一日千
社會和諧穩定，努力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努力提升競爭力，努力加強人才培養）
，是新一屆特區
無須諱言，香港社會確實存在只強調「兩制」而忽略 里，香港必須抓住機遇，借助於國家「十二五」規劃，
政府施政和香港未來發展的方向和重點。事實上，胡主席的講話精神，需要行政長官梁振英帶 「一國」的現象。「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概念，「一 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並再創輝煌。梁振英有能力，有
領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去落實。因此，社會各界特別是愛國愛港力量要堅定不移挺梁，全力支 國」就是要維護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維護國家主權、 見識，有抱負，也有規劃，帶領香港「穩中求變」。梁
安全、發展利益；「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 振英能否帶領特區政府有效施政，關係到香港未來的發
持梁振英領導新一屆政府落實中央要求，開拓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新局面。
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 展，關係到700萬港人的福祉。近日，梁振英在立法會
施政。「一國」是前提，沒有「一國」
，「兩制」就失 答問大會上宣布五大民生措施，涉及額外總開支超過
胡主席訪港發表的重要講話，充分肯定了香港回歸祖
彭清華透徹分析胡主席講話
去了基礎。胡主席對四個關係的論述，深刻點出了「一
78.5億元，受惠人數超過70萬，不但體現出新政府急市
國15年來取得的巨大成就，精闢總結了「一國兩制」實
值得注意的是，胡主席發表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明確
國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以及中央對港方針政
民所急、關顧民生的施政新風，而且回應了市民最關注
踐的成功經驗，並 眼未來，從戰略層面向新一屆特區
提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
策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正如彭清華主任分析所指，
的安老、房屋、貧窮等三大議題，反映新政府掌握社會
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殷切期望。胡主席要求特區管治團
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一國兩制」作為新生事物，在實踐過程中出現一些爭 脈搏，施政貼近民情。
隊，切實做到依法治港、精誠團結、勤政為民、登高望
必須看到的是，梁振英和新班子履任以來，挑戰和考
遠；希望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 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兩 議和分歧在所難免，但在原則問題上不能混淆是非。港
。彭清華主任指出，這一 人應該細味胡主席要求香港處理好「四個關係」講話的 驗接踵而至，反對派狙擊特首和新班子不擇手段，新政
努力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努力提升競爭力，努力加強人 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
才培養。胡主席提出的「十六字要求」和「四點希 嶄新論斷，蘊含 對1840年以來中國歷史的深刻總結以 新意，積極適應香港回歸祖國的深刻變化，加快轉變觀 府的施政備受阻力。香港社會已經不起內耗與蹉跎歲
望」
，準確把握了時代的要求和香港實際，對香港的未 及到本世紀中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思考，深 念，令香港與內地全方位交流合作更趨緊密，促進人心 月。任何對香港負責的人士及團體，都應拋開分歧，顧
全大局，支持梁振英特首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和香港市
來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香港各界應該認真領會胡 刻揭示了「一國兩制」理論的邏輯起點和實踐目標，實 回歸，將「一國兩制」的優越性更充分地發揮出來。
現了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與香港同胞的長遠利益的有機
胡主席提出的新要求，需要梁特首帶領香港去落實。 民，落實中央要求，抓住機遇，迎接挑戰，開創新局
主席講話的精神，並將其落到實處。這對保持香港的長
統一。
梁振英是依法選出來的特首，也是中央長期了解、反覆 面。
期繁榮穩定至關重要，大有裨益。
同時，胡主席提出了處理好「四個關係」的要求： 考察、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的特首。社會各界只有全力

陳 若獲邀任發展局長
茂
波 積極考慮義不容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正在為懸空

的發展局局長一職尋找適合的接任人選，並暫時由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兼任。即將卸任的立法會會計界議員陳茂
波昨日在電台節目上透露，特區政府有人曾與他討論接
任發展局局長一職的問題，強調「如果政府邀請我，我
會很積極考慮，義不容辭」
，又指未來發展局需要處理
的問題，如政府山、僭建、找土地興建更多房屋、起動

■陳茂波透露，政府有
人曾與他討論接任發展 九龍東及活化工廈等工作都很有挑戰性，「如果我坐呢
局局長一職的問題。
個位，做得唔好，要我鞠躬下台，我冇問題」
。

原 賂條例而被廉政公署拘捕並辭職，令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涉嫌觸犯防止賄

前，曾在建築業訓練局擔任秘書長和會計主
任職務，後來也在一間經營建築及房地產的
發展局局長職位懸空，尤其該局將負責土地 上市公司工作過，並曾在一間上市的房地產
供應、屋宇僭建等香港社會十分關注的問 發展公司做獨立非執董，對有關範疇有一些
題，令人擔心新政府因此未能盡早推出有關 了解，加上擔任局長工作並非個人工作，公
方面的惠民措施。目前，外間流傳被指為財 務員團隊中不同部門都有專職同事，而梁振
政司副司長人選、但因立法會未能在今屆會 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都很熟悉這方面的
期內通過政府架構重組方案而無法「上任」 情況，「作為一個團隊去工作，會互相支
的陳茂波，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首次透 持，許多事情亦會一起商量」，故倘梁振英
正式邀請他接任發展局局長，他會義不容
露，當局曾與他討論有關問題。
他說，在未開設屬於自己的會計師事務所 辭、積極考慮。

自身，又說自己住的地方是一屋苑的一個中
層單位，該單位無露台、花園及天台，無法
陳茂波直言，今日做議會、做公務者，不 僭建，又評論到梁振英大宅的僭建問題，指
只是榮譽，而是一個服務香港的崗位，因此 「要交代的早晚都要交代」
，並相信梁振英已
自己希望在一個合適崗位服務社會，幫手為 聽到大家的意見。
香港做事，絕對不是為了做官而去做這個職
籲予新班子發揮
位，「我在考慮這個工作時不認為這是一臨
時工，而是真正認為自己是適合這個職位
被問及目前特區政府正面對困難，陳茂波
的，否則我不會勉強去做，如果要做，就全 形容，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起頭」，但認
心全意去做好」。不過，他不肯評論最終能 為大家毋須氣餒，「梁振英亦是在爭議聲中
否「成事」，「我不知道梁振英有無與其他 當選，未來要更加努力做好工作，更多機會
可能的候選人討論過」
。
與方方面面交流，與方方面面建立互信基
礎」，強調自己明白社會上部分人的疑心很
不敢低估挑戰性
重，但希望大家給一些時間和空間，讓新班
發展局未來的重要工作，包括政府山、僭 子去交出成績，並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
建、土地供應、起動九龍東、活化工廈等， 天，每個人在位置上盡心盡力去做，最後的
陳茂波說，「我一點都不敢低估這個工作的 結果，大家毋須太過介懷。
挑戰」，認為當局要有足夠的公眾討論和參
發叔讚為人精靈
與，再商量如何處理。
被問及多位問責官員甫上任已被發現有不
另外，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被問及陳茂
同程度的問題，他有否反思自己是否有「潛 波或會出任發展局局長時表示，陳茂波「為
在的問題」時，陳茂波說，「我有諗過」， 人不錯，人又精靈」，且有會計基礎，相信
強調任何人接受做公職，都要靜下來要反思 對方有能力接麥齊光的棒。

未當臨時工考慮

為鄉局發聲出選 發叔下周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界鄉議
局昨日舉行聯席會議，一致通過由鄉議局主
席劉皇發出選立法會鄉議局功能界別議席。
發叔說，新界目前「風雨飄搖」，為了全心
專注鄉議局工作，包括應付「拆屋風暴」
等，故自己不再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希望能
夠集中精力，應付風浪及維護鄉民傳統合法
權益，但是否出選鄉議局，自己要先考慮家
人意見及是否獲各界支持，預料下星期會公
布自己的決定。
劉皇發昨日舉行新界鄉議局聯席會議表

示，香港現正處多事之秋，新界鄉政更是風
雨飄搖，民怨四起，一場拆屋風暴已令到特
區政府與鄉議局27鄉一向和諧的關係陷入低
潮：「為了應付這場風浪和維護鄉民的傳統
合法權益，所以我決定不再接受新一屆行政
會議成員任命，讓自己能夠專注鄉議局工
作，應付風浪及維護鄉民傳統合法權益。 」

促吳克儉商重開南約中學
他並提到，早前鄉議局申請大嶼山南約區
中學復校，但遭教育局拒絕一事，指出南約

教局承諾助推國民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特區 行政府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天主
政府計劃於今年及明年9月分別在小學 教教區教育事務處總課程主任陳乃國昨
及中學試行國民教育科，但多個辦學團 日稱，推動國民教育是理所當然的事，
體均擔心時間倉促，沒有時間準備而對 故天主教教區不會反對。但天主教教育
當局的推行時間表有保留。教育局發言 事務主教代表助理葉成標補充指，由於
人昨日在回應時承諾，政府向學校會提 國民教育與教區學校目前推行的宗教及
供各項支援，包括資源、探訪及視學 道德科有重疊的地方，故他們已成立
等，並設有3年的「開展期」
，讓學校按 「德育及國民教育專責小組」審視課程
情況逐步準備，小學和中學可分別最遲 細節，避免重複教學內容。
須於2015年及2016年全面推行。
同時，開辦48間小學的聖公會，有22
間小學的中華基督教會，及開辦11間小
教區：國民教育理所當然
學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亦於昨日稱會
天主教香港教區於昨日凌晨發表聲 暫緩原訂於今年試行的國民教育。循道
明，稱教區轄下56所小學不會於9月試 衛理聯合教會教育部部長簡祺標昨日在

區中學校董會及南約區鄉事委員會主席，要
求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與辦學團體高層會面。
南約區中學於2007年被殺校，其後正生書院
申請搬入該校，但遭梅窩居民反對。
是次鄉議局聯席大會，還討論到「新界東
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三階段公眾
諮詢，由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官員介紹
有關計劃，政府表示，新發展區位於古洞
北、粉嶺北、坪輋及打鼓嶺，將採用傳統新
市鎮發展模式。新發展區除可提供近5.4萬個
住宅單位，帶來5.2萬多個就業機會外，重點

接受傳媒訪問時，質疑教育局諮詢時間
不足，加上推行時間倉卒，故決定新學
年不會設立國民教育科，並會成立課程
編寫小組，利用至少1年的時間收集資
料，希望令到所教授的內容能更全面。

佛教聯會籲屬校全力配合
香港佛教聯合會則指，他們未決定是
否於9月推行試行國民教育，但會呼籲
學校按照教育局所制定的指引並全力配
合，而有關的推行詳情仍要再研究。香
港道教聯合會則表示，該會會先與學校
商討再決定。原計劃於9月開辦國民教
育科、轄下有13間小學的東華三院昨日
亦決定暫緩推行，但認為教育局的課程
綱要「尚可接受」，他們會研究推行細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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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塱原設立自然生態公園。鄉議局將會設
立專責小組研究，收集意見並向政府反映。

李啟榮：正檢討遷拆賠償
有鄉議局成員表示，希望當局將收地後再
拍賣所得的差價，退給居民，又指居民希望
獲原區安置，促請當局關注就業配套，以及
保留一些現有舊舖。規劃署助理署長李啟榮
說，政府正檢討因發展土地，居民需遷拆的
賠償，相信有關結果可適用於新界北3個發
展區，並已預留地方給受影響的居民搬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於7月17日上京拜訪國家教育部部
長袁貴仁，但特區政府未有公布是次行
程，引起部分人質疑。教育局昨日在回應
時表示，是次訪問只是吳克儉上任後的禮
節性拜訪，其間，吳克儉向對方提出，希
望擴展豁免文憑試畢業生參加內地普通高
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的規定，並容許港生
以文憑試成績直接投考部分內地高校。

晤袁貴仁爭取免試報高校
國家教育部官方網頁日前報道了吳克儉
及袁貴仁會面的情況，指吳克儉在會面中
表示，香港教育局願意與國家教育部緊密
合作，繼續推動香港與內地多方面、深層
次的教育交流，為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和
香港繁榮穩定發揮更大作用。袁貴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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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就特區政
府新管治團隊的僭
建問題窮追猛打，
但包括本報在內的
多份報章，就揭發
了各反對派「大佬」
其身不正，由寓所
到辦事處均涉及不同程
度的懷疑僭建行為。因
此，在僭建事件中一直
質疑政府團隊的前政務
司司長陳方安生，昨日
在出席一公開活動時就
突然改口，稱政府過去
已容忍僭建物多年，令
很多市民在不知情下違
規僭建，認為僭建風波
應「到此為止、告一段
落」
，又希望傳媒不要再
追查哪個有僭建，而是
集中精神放眼政府施
政，確保政府有良好運
作。

促釐清豁免範圍

反對派被揭發涉及僭
建事件，一直質疑特首
梁振英大宅僭建的陳方
安生，昨日在一公開活
動再被問到有關問題時
突然改口，雖稱梁振英
僭建「確實涉及誠信問
題」
，並要求對方盡快公
開交代以免影響整個問
責團隊的威信，但就稱
政府過去在不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的
前提下，已容忍了僭建多年，令好
多人都在不知情下有僭建，故要求
發展局盡快訂定清晰的指引，讓市
民清楚知道僭建豁免範圍。

認政府過去放任
被問到她是否要求特區政府放棄
徹查連月來爆發的僭建問題時，陳
方安生作出否認，稱自己並非希望
當局不去理會僭建的問題，但又補
充數十年來，香港社會存在各式各
樣的僭建，「大家不應投放精神逐
個查」
，故自己認為僭建風波應到此
為止，大家應當集中精神，監察梁
振英以及其團隊的真正表現，尤其
是保持言論、集會自由及法治等問
題，是用人唯才抑或用人唯親，確
保新政府運作良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說，香港回歸15年，與內地聯繫日益緊
密，教育領域交流不斷深入發展，內容不
斷豐富。教育部將在「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框架下，落實中央政府
的要求，為內地與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兩
地教育事業的發展服務。
不過，特區政府並無公布吳克儉此行的
消息，香港記者協會就質疑當局是「刻意
隱瞞」
，並稱此舉會影響市民的知情權。教
育局昨日表示，吳克儉此行屬禮節性拜
訪，雙方會面約1小時，主要的議題是跟進
今日放榜的首屆文憑試，希望國家教育部
考慮進一步豁免文憑試畢業生參加內地普
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的規定，其間亦
有談到特區政府公布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課程指引，吳克儉強調當局會以務實及循
序漸進的方式在學校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