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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舉辦「九二共識」20周年系列活動意義非凡

20年前的10月28日至30日，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

在香港舉行會談，就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如何表述堅

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後經雙方函電往來

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

則」的共識。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著名的「九二共

識」。「九二共識」的基本內涵，是在雙方表明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態度的前提下，暫時擱置對「一個中國」政

治含義的分歧。「九二共識」的精髓是求同存異，體現

了兩岸對待政治問題的務實態度。正是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之上，兩岸關係發展20年來碩果纍纍，包括實現

兩岸直接「三通」，簽署ECFA、大陸遊客台灣個人遊、

中國銀行在台灣開設分行等等。

香港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在20年後同樣的日

子，舉行「九二共識」20周年系列活動，顯得更加意義

非凡。整個系列活動有兩個重頭戲：一個是「九二共識」

20周年座談會。本次座談會的主要演講嘉賓包括了當年

「九二共識」達成的見證人之一、海協會前常務副會長

唐樹備先生等兩岸學術界、政界的重要人物。另一個是

「九二共識」20周年圖片展。圖片展將展出精心挑選的

200多張珍貴的歷史照片，分為四大部分，即「九二共

識達成篇」、「歷史作用篇」、「現實意義篇」和「港台

關係篇」。其內容 重展示「九二共識」的來龍去脈、

「九二共識」的一中實質和求同存異的精髓、「九二共

識」對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地位，以及在此基

礎上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豐碩成果等。相信

通過此次大型系列活動，可以增進香港同胞對「九二共

識」的認識，增加台灣社會對香港社會發展和「一國兩

制」實踐的了解，更好地發揮香港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中的獨特作用。

二、香港在兩岸關係上發揮特殊作用

如今，兩岸交往日益密切，香港在兩岸關係發展上仍

有 非常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香港應為兩岸簽署和平協議做好準備。

最近台灣領導人馬英九高調宣布，將研究設立「兩岸

辦事處」機構，若能落實，這將是兩岸關係在簽署ECFA

後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兩岸領導人也都表達了簽署兩

岸和平協議的願望。香港既是有別於兩岸的特區，又是

中國的地方。選擇香港作為兩岸進行重大問題探討、交

流的地點，不僅可以迴避一些可能引起的爭議和麻煩，

而且能夠進一步凸顯香港的特殊地位，增加台灣社會對

香港的關注，更好地發揮香港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中的獨特作用。事實上，香港作為曾經達成著名「九二

共識」的地方，是未來兩岸領導人會晤或簽署和平協議

的最合適地點，香港應該為此做好各方面的準備。　

第二，香港發揮中介作用，推動兩岸經貿文化交流。

香港商界已經在內地經商投資30多年，對內地的情況

更加熟悉，累積了許多的經驗，可以在港台關係中發揮

獨特作用。香港和台灣的許多團體經常共同組團訪問大

陸，通過香港來介紹大陸的有關方針政策。台灣方面可

以通過相關的活動了解大陸投資的經驗和心得。最近，

兩岸投保協議的簽署，背後就有香港商界的積極推動。

香港應盡早與台灣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議，進一步鞏固

在兩岸之間的中介角色，為兩岸關係發展提供更佳的體

制試驗和經驗。

在兩岸文化交流方面，香港商界、民間也做了很多的

工作。比如，過往有兩次北京青年京劇團獲得本港民間

團體的贊助，到台灣演出，今年有關贊助還將繼續。這

種文化交流的好處就是不分藍綠，政治敏感度不會那麼

高。我們將繼續推動這方面的交流。

第三，香港應做好增進綠營了解大陸的橋樑。

國共兩黨的交流溝通已經有了一定的成果，下一步就

是要加強與綠營的聯

繫。這方面香港大有

可為。台灣綠營人士

在面對大陸方面的邀

請時還是比較有顧慮，比較敏感。由香港的民間機構和

團體發起的交流，兩岸、藍綠各方都樂於接受。我們組

織創辦的「和平發展研討會」3年內已經舉辦了兩屆，

也是首個香港愛國愛港社團與台灣藍綠陣營直接接觸交

流的研討會，台灣的綠營人士以個人身份來港參加也更

加方便，比較容易接受。參加香港民間組織的交流，綠

營人士也不需要同民進黨的黨中央進行申請，所以也就

更加方便。同時，我們也幫助和推動不少綠營人士以個

人身份到大陸進行訪問。

今後香港要加強與綠營人士較多的台灣中南部的聯

繫，尤其是青年和專業群體。無論是在經貿上，還是文

化上，我們都要加強與他們的聯繫，使之成為今後兩岸

交流的增長點和新亮點。這不僅有利促成兩岸經貿的合

作共贏，更是增進兩岸同胞尤其是台灣基層民眾福祉的

重要途徑。共同利益增多了，必然有助於兩岸同胞思想

感情的融合。

「九二共識」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基礎和底線。今

年初台灣大選的結果，充分反映「九二共識」獲得島內

大部分台灣同胞的認同。兩岸同胞是命運共同體，實現

兩岸共同繁榮發展，是兩岸同胞的共同期盼。透過舉辦

「九二共識」20周年的系列活動，有利於凝聚和擴大港

台兩地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力量，發揮香港的特殊

作用，促進兩岸人民感情更加貼近、聯繫更加緊密、利

益更加融合。

今年是「九二共識」達成20周年。香港不僅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而且是「一國兩制」

率先垂範之地。在香港舉辦「九二共識」20周年的系列活動，讓「九二共識」更深入人心，進

一步凸顯香港在推動兩岸交流中的特殊地位，更好地發揮香港在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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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青年和專業群體，增進兩岸同胞的思想感情融合。

香港發揮特殊作用 讓「九二共識」更深入人心

「天地不仁，以
萬物為芻狗；聖人
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這是中華文化數千年來的哲理箴言。
那麼，香港今天的境況如何？基層長者的境
況如何？

社聯的最新研究發現，若以住戶每月入息
中位數的50%作為貧窮線，本港去年的貧窮
線由前年的17.9%下跌至17.1%，創下10年新
低；而貧窮人口亦由前年的120.5萬人減至
115萬人。不過，長者貧窮線卻不跌反升，
貧窮長者人數多達28.8萬人，即平均每3名
長者就有1人活在貧窮線下。至於沒有家人
同住的獨居及兩老長者的貧窮人口更有17.6
萬人，比率高達五成。另外，有團體批評現
時多達10萬名長者在65歲以後，仍要繼續工
作謀生，或只依靠1,050元的生果金艱苦生
活，狠批香港已成為長者的「拾荒之都」！

長者貧窮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棘手難題，
沒有「一步到位」的萬應靈方，只能因應不
同的國情社情，一步一腳印地探索解決的方
向。新政府在上任僅16天時，便提出包括

「長者生活津貼」的多項民生政策措施，再
於新一屆立法會復會首日，立即要求優先討
論該項津貼，好讓40萬名長者可以即時受
惠。就此，政府的誠意和承擔，經已清晰洞
見，但卻仍是好事多磨，枝節叢生，零和式
的政治角力和不斷加碼的訴求，令到整個討
論和整項政策，都面臨被扭曲變形，而程序
正義和社會公義，也面臨新的演繹詮釋。

毋庸諱言，作為一項「急事急辦」的特惠
措施，即使撇除政治考量，出現不同理解甚
至爭議，都是可以理解；但只應以長者福祉
為念，各自基於不同崗位、不同本位去發聲
建言，而不應是反客為主、偷換概念式的對
弈拚搏。事實上，反對派議員意圖借勢騎劫

「長者生活津貼」，將其與全民退休保障掛
，令眾多「餐搵餐食餐餐清」的基層長

者，無辜陷進政爭漩渦。試問對於身處貧窮線下的長者來
說，立法會的議事程序是否得到足夠的尊重、議員的「面
子」、新措施是否最理想的解決方案、現行的資產審批上
限應否放寬，以至需否設立審查機制，這都是「不懂愁滋
味」的高論。須強調，長者身處耄耋之年，身體狀況一天
一個模樣，照顧長者是爭分奪秒的工程，絕不應是不理今
天，只看未來10年、20年！

回眸往昔，令人汗顏！數月來的反覆爭論，彼此相互
「Show hand」，可為基層長者帶來甚麼額外得益？可為實
施「全民養老保障制度」掃除甚麼障礙？長者絕對不是芻
狗，而是活生生的人，是曾為香港的繁榮建設付出心血精
神的奠基人，更是你我的長輩親人。若不是真心誠意為基
層長者脫貧解困，就請不要「抽水」！就請「收聲」！

須補充，要解決老有所養的問題，最新的「長者生活津
貼」計劃，只能算是當中跨幅較大的一步，為往後深入研
究包括稅制改革、人口政策、產業轉型等一系列問題，提
供基礎條件，並為最終形成老有所養、標本兼治的制度安
排，進行前期準備工作。大家應擴大思維，「長者生活津
貼」只是中轉站，而不是終極目標，過分糾纏，只會自我
綑綁。

盧文端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議政業專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感言

民生表現升呢
高官評分彈起

「改善社福」最獲認同
參與是次調查的1,295名受訪市民，以1分為非常

不滿意，2分為不滿意，3分為一般，4分為滿意，5
分為非常滿意，就特區政府5項政策範疇及各主要
問責官員的表現評分。在5項政策範疇方面所得評
分全數上升，其中繼續以「改善社會福利」的表現
評分最高，有2.71分，其次為「提升醫療服務質
素」，較9月調查上升了0.22分，得2.69分，繼續排
在第二位，「改善貧富懸殊」則升0.24分，得2.47
分，排名上升一級至第三位。

「紓緩房屋問題」及「提升教育質素」分別以
2.46分及2.41分排第四及第五，前者較前升0.17分，

後者則升0.22分。
在該5項被評分的項目中，「改善社會福利」及

「改善貧富懸殊」均錄得最大升幅，各升0.24分，相
信與關愛基金本月初推出「N無人士」津貼及政府
近日推出「長者生活津貼」計劃有關。

林太民望顯升暫居首
同時，調查發現各主要問責官員的表現評分上

升。在3司方面，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最新得3.1
分，升0.19分，排名上升一級至第一位；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得3.04分，升0.08分，排名下降一級至第
二位；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得2.84分，升0.19
分，繼續排在第三位。

在12名局長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最新
表現評分錄得0.16分的升幅，以3.53分繼續排在第一
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得3.03分，升0.11分，
繼續排在第二位；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得2.97分，升
0.08分，繼續排在第三位。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則
得2.07分，微升0.03分，排名下跌一級至榜末。

吳克儉得分升幅最高
以評分升幅計，升幅最大的是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升0.24分，排名十一，相信與特區政府接納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建議，正式擱置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使國教風波暫告一段落有
關。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各主要問責官員評分皆

錄得上升，加上市民對政府各項工作表現評分悉數

上升，反映市民對新政府工作表現的評價有改善，

並呼籲特區政府及各問責官員，繼續正視市民的評

價，深入了解市民的需要，積極落實特首在競選時

提出的各項政策，並致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使

惠民政策落到實處，為市民謀求最大的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於10月19日至25日進行的民意調

查：1,295名18歲或以上受訪市民對特區政府改善社會福利的表現最感滿意，最新評分為

2.71分，繼續在5項政策範疇中位列榜首，並較9月進行的上次調查顯著增加了0.24分。同

時，受訪市民對特區政府整體滿意度錄得0.26分的升幅，得2.62分，相信與政府在「南丫

島撞船事件」的救援工作得到市民認同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於上周五
（26日）宣布新的額外印花稅（SSD）
措施。有傳媒報道指，行政會議成員
林奮強在10月4日及22日，向行政會議
秘書處申報沽出兩個西半山的物業，
估計賺近1,000萬元，被質疑涉及利益
衝突。林奮強昨晚回應傳媒查詢時透
露，行會是在上周五26日討論新的額
外印花稅措施，自己因身在海外並無
出席。

《主場新聞》昨日報道引述土地註
冊處資料稱，一度手持估計總值達5
億至6億元物業、有「行會樓王」之
稱的林奮強，於10月4日申報賣出其
中一個由其公司持有並作出租用途、
位於西半山堅道寶華軒14樓B室的811
呎單位。不過，有關的臨時買賣合約
早於9月20日已經簽訂。在回應該傳
媒時，林奮強亦承認他持有的同層C
室單位亦已沽出。

林奮強：賣樓前行會未議加SSD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在出席一活
動時表示，絕大部分港人都不贊成所
謂的「港獨」，但相信《基本法》賦
予港人言論自由，倘有人只發表「港
獨」言論而沒有實際行動，毋須反應
太大，應冷靜客觀對待，亦無必要立
法禁止。

范太認為，「一些言論，包括『港
獨』，在我心目中不表示有任何實際

行動，不感受到有需要立法（禁
止）」。

另外，范徐麗泰又讚揚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表現能幹，在每當政策遇到
阻滯就作出解釋。

被問到由政務司司長出來解釋政
策，是否顯示其他局長能力不濟？范
徐麗泰回應說：「不敢這樣講，我希
望其他人（官員）以後有機會俾我欣
賞。」

范太：有人 「港獨」毋須過敏

議員宣誓加料 市民抗議促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50名

民間組織「愛港之聲」成員，不滿「人

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黃毓民、陳偉業、

陳志全，與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新民

主同盟」成員范國威在宣誓就職時，刻

意在誓詞中「加料」，於昨日到政府總部

及立法會抗議，批評他們漠視議會規

則，要求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秘書長陳

維安褫奪他們的議員資格。

「愛港之聲」促褫奪議席
民間組織「愛港之聲」日前於銅鑼灣

維園等舉行「打狗行動」簽名運動，抗

議5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胡亂更改誓詞的

行為，並狠批反對派帶頭衝擊法治，阻

礙特區政府施政，促請立法會褫奪5人的

議員資格，並獲得熱烈響應。

昨日，該組織的50多名代表遊行到政

府總部，隊伍沿途高叫「宣誓不嚴肅，

議會被侮辱；執法莫留情，盡把奸黨逐」

等口號，並向有關方面的代表遞交市民

簽名及「要求尊重議會規則及秩序」請

願信。

「愛港之聲」批評該5名反對派議員蓄

意更改誓詞，破壞議會秩序，並非市民

願見。他們在政府總部門外高呼「癲狗

黃毓民，遺害香港人」、「長毛V煞，正

一垃圾」、「范國威想要威，搞到香港好

大劑」，「陳志全想拉布，破壞議會好恐

怖」等，並將該5人的頭像貼在紙製的狗

模型上，隨後亂棍拍打狗模型。最後，

他們將簽名交予政府代表後和平散去。
■該5名反對派議員的頭像被製成狗模型，遭亂棍拍打。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盧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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