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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保羅昨日發表聖誕文告，指過去1年，香
港社會各階層陷入互不信任、互不尊重的

境地，固然與近年政府施政失當有關，但投機
政客及譁眾取寵的媒體所為，更令人感到厭
惡、憤怒和抗拒：香港社會經常為一些議題長
期廝殺，不單令社會分崩離析，更將人的尊嚴
踐踏殆盡。

可幸大部分市民仍保持理性
他認為可幸的是，香港大部分市民仍然保持理

性，抗拒一切暴力和排擠的行為，同時亦明白香
港承受不起撕裂和惡鬥的代價，又舉美國發生的
一宗嚴重槍擊案為例，指當時美國社會湧現了各
種互相攻擊、上綱上線的言論，美國總統奧巴馬

在回應的時候就指出，在這個時刻，最重要的是
停下來想一想，確定一下這些爭論到底是幫助治
療，還是在製造傷害。

當互信互敬互助互愛 思考聖誕意義
他說，大家都希望生活在一個充滿互信互

敬、互助互愛的香港，而且每個人都有責任去
捍衛這些價值和理想：「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要想一想，到底我可以做甚麼去改變現的情
況？」聖誕節的意義和精神，正正就是提醒大
家停一停、想一想：「到底我們想生活在一個
怎麼樣的香港？除了為一些爭論性議題『傷口
上撒鹽』外，是否還有其他更有價值和意義的
事要做呢？」

思維模式不應「非黑即白」毫不妥協
鄺保羅說：「聖誕節告訴我們，耶穌基督降

世，成為有血有肉的人，就是要擁抱人性，恢復
人的尊嚴，要我們接納和包容差異；他的道成肉
身，說明人類在上帝眼中是何其重要。所以，如
果我們的思維模式，只是停留在『我對你錯』、
『非黑即白』，毫不退讓、毫不妥協、我們便不是真
正明白人性，只會把社會推到非人性化的邊緣。」
他總結道，聖誕節不單止帶給大家歡欣和快

樂，也為上帝與人類、及人與人之間帶來一種嶄
新和美善的關係。這種關係，也是香港今天最需
要的。但願這種聖誕的精神，能夠在這塊土地上
扎根成長，結出豐盛的果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
蓄意製造爭拗，煽動反政府情緒，一
群市民籌辦「齊心行動」，將透過街頭
簽名和短片自拍運動，以簽名和短片
方式支持特首梁振英，支持特區政府
施政。行動發起人黃先生昨日在記者
會上表示，社會吵吵嚷嚷，批評、指
罵之聲此起彼落，切實可行的建議卻
如鳳毛麟角，令人扼腕，直言香港逐
漸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一般大眾無
從發聲，「我們的心聲被政客和個別
傳媒騎劫」，故自發組成齊心行動，向
社會表達以往選擇沉默以對的市民心
聲。

CY甫上任 公布多項為民措施
「齊心行動」昨日舉行記者會，指今

屆特區政府就任後，已先後推出多項改
善民生的政策，體現執政為民的施政方
針；梁振英甫上任便公布在各區興建無
障礙設施、落實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
「雙軌制」、取消「雙非」嬰兒在港出生
配額、打擊內地水貨客在港活動、喊停
「一簽多行」、落實長者生活津貼計劃、
因應市場變化，多次推出遏抑樓價的政
策，及聽聞向全港區議會各注資一億元
興建社區設施等。
他們說，梁振英政府上任後雖然忙

於拆除前朝遺下的政治炸彈，但仍然
表現出執政的魄力，及有志落實政綱
和選舉承諾，已公布的政策，更凸顯

出他不會向既得利益者傾斜，決心和
勇氣是有目共睹的，但有政客卻小事
化大，為拖政府後腿，反覆炒作政治
議題：「懇請大家停一停、想一想，
面對回歸15年以來積累下來的房屋、
貧窮等種種難題，香港如何才可重回
正軌？特區政府怎樣方能專心做實
事，施德政、惠全民？」

政客操弄政治議題 港難走出死胡同
「齊心行動」強調，當香港政客只懂

操弄政治議題，要求向前和發展、期望
香港走出死胡同的聲音不再受重視，社
會更需要正能量：「沉默者亦應該要為
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社會發聲。市民才
是真主角，我們不應把話語權拱手相
讓」。
為此，「齊心行動」將於12月22日和

23日於香港、九龍及新界三大熱點設置
簽名站，方便各位支持特首梁振英新政
府施政惠民的市民簽名，以示支持政府
的決心。同時會進行「齊心發聲撐政
府，市民才是真主角」的短片製作，並
廣邀市民參與，把心底話傳遍港九新
界。身在海外的市民可自行拍攝短片，
電郵：FBTakeAction@gmail.com或上傳
到活動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70503
576329922/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77043
569108039/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27名立法會議員為元旦「倒梁遊
行」造勢，於昨日宣布聯署於立法會1
月9日的大會提出彈劾特首梁振英的議
案，指控梁振英在僭建事件上向立法
會及公眾作虛假陳述，嚴重違法及瀆
職。梁振英昨日在北京回應時說，他
十分重視立法會和社會對他工作的不
同意見，未來他會集中精力做好特區
的施政工作，務實地與香港人一起，
做好香港經濟民生各方面建設的工
作。
反對派27名議員昨日舉行記者會，

宣布聯署提出彈劾議案，要求立法會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9）條委托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獨立的調查委
員會，並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調查
有關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並向立法
會提出報告。這是香港回歸以來首個
針對特首的彈劾議案。

提出三指控認難通過
他們對梁振英提出三大指控，一是

指梁振英在僭建事件上向立法會及公
眾作出虛假陳述，違反了他根據憲法
作出的宣誓，並違反了他作為一個有
誠信和忠實地恪守《基本法》及香港

特別行政區其他法律的
個人憲制責任，也違反
了他作為特首須向立法
會負責的責任，在對他
提出的質詢觸犯了蓄意
地作出虛假陳述或回應
的罪行，罔顧《基本法》
第六十（1）條和第六十
四條。
第二項指控，是指梁

振英在特首選舉期間以
不誠實的手段，發表虛

假或誤導的陳述，故意舞弊及操控香
港特區的選舉過程，破壞2012年行政
長官選舉的廉潔公正，嚴重違反《基
本法》第四十七（1）條，特首必須廉
潔奉公、盡忠職守的規定，破壞了特
首的威信和聲譽，違反了法治和公
義，傷害香港市民。
第三項指控，是指梁振英於2012年3

月28日獲中央委任為特首，及擔任候
任期間，在沒有合理辯解或理由的情
況下，故意作出不當行為，包括他故
意指令、促使、授權或容許候任特首
辦在回應公眾對其大宅僭建物提出的
查詢時，作出實質上虛假或誤導的陳
述，觸犯普通法下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的罪行。
協助草擬議案的公民黨議員郭榮鏗

指，由於議案需要分組點票，加上正
式的彈劾議案需要獲得全體議員的三
分二支持方可通過，故承認議案極有
可能不獲通過。

梁北京述職無談僭建
另外，身在北京的梁振英被問及在

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述職期間有否提
及其大宅僭建問題時說：「完全沒
有。」

《基本法》相關條文內容
第四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
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第四十七（1）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廉潔奉公、盡
忠職守。

第六十（1）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首長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

第六十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
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覆
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
會批准。

第七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下列職權：

⋯⋯（九）如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
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
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立法會可
委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
員會，並擔任主席。調查委員會負責進行調
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
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
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
央人民政府決定；

（十）在行使上述各項職權時，如有需要，
可傳召有關人士出席作證和提供證據。

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
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
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主教聖誕文告哀充斥怨氣 情況令人厭惡憤怒
鄺保羅：投機政客令港社會撕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為阻撓今屆特區政府施政，反

對派在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新

界東北發展以至長者生活津貼

計劃撥款，都無所不用其極地

以各種手段挑起社會爭議。聖

公會大主教鄺保羅昨日發表聖

誕文告指出，一眾投機政客，

及譁眾取寵的媒體不斷謾罵炒

作，令每日的新聞，都充斥

令人窒息的怨氣、頭昏腦漲的

爭拗、膽顫心驚的惡形惡相，

令人髮指的粗言穢語和肢體衝

撞，整個社會已經陷入分化、

撕裂的深谷，「這種情況實在

令人感到厭惡、憤怒和抗拒」，

而大家都有責任，捍衛一個互

信互敬、互助互愛的香港。

■鄺保羅指責投機政客及譁眾取

寵的媒體，令每日的新聞都充斥

令人窒息的怨氣。 資料圖片

為政治目的做騷 各界狠批理據不足

扮發起彈劾議案 訟黨「靠呃」爭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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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聯署彈劾谷遊行 梁：務實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昨日公布民意
調查結果，發現受訪的
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及
特區政府信任和信心指
標都全面上升：有45%
受訪者信任特區政府，
較3個月前的調查大幅上
升了11個百分點，信任
中央政府的有33%，上
升了7個百分點。
調查機構於12月5日至

13日又成功訪問了1,030
名市民，發現信任特區
政府的市民大增，不信
任者為27%，顯著減少
了8個百分點，信任淨值
為正18個百分比，大幅
上升了19個百分點，信
任中央政府的也有所上
升，信任淨值為負1個百
分比，較前上升了13個
百分點。
在信心指標方面，受訪

者對國家前途的信心正面
比率為71%，增5個百分

點，負面比率為20%，減4個百分
點，淨值為正51個百分比，上升了
9個百分點；香港前途正面比率為
58%，較前上升8個百分點，負面
比率為33%，跌5個百分點，淨值
為正25個百分比，顯著上升了13個
百分點；「一國兩制」信心正面比
率為54%，升8個百分點，負面比
率有38%，減6個百分點，淨值為
正16個百分比，升14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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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就反對派27立
法會議員提出彈劾特首梁振英的動議，立法會
多個主要黨派均批評動議理據不足，只是為了
政治目的，故表明不會支持，又認為大家應將
精力用在香港市民最關心的民生問題上。

譚耀宗：事件應告一段落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批評，反對派一而再，再

而三地去挑起這個議題，只是為了他們的政治
目的。「大家對此都覺得很悶了，而且梁振英
於事件中已多次交待有關問題，包括到立會回
應議員的相關質詢，事件應告一段落，大家應
該集中精力處理市民關心的民生和經濟工作。」

葉國謙籲勿在僭建上糾纏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有關

動議對梁振英的指控只是翻炒過往言論，理據
不足，並呼籲反對派不要在梁振英住宅僭建問
題上糾纏，又相信所有建制派議員都不會支持
彈劾：「《基本法》裡面很清楚，必須要譬如
有犯罪、嚴重瀆職這些行為，才去到起碼條
件，才開始可以啟動(彈劾程序)。如果這個所
謂指控已達至，我不認為達到標準。」

經濟民生聯盟副主席林健鋒亦表明反對動

議，批評反對派所作指控並無確實證據，提出
彈劾議案只是重施故伎，將問題政治化，是完
全沒有必要的，又強調議會是立法機構，許多
重要的民生和經濟工作仍有待處理，希望議會
同事可以集中精神，處理好這些與市民息息相
關的民生和經濟事務。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強調不會支持反對派的彈
劾議案，「在我心中，事件已經結束了」，指
自己早前支持不信任動議，已經向梁振英作出
了「黃牌」提醒，希望對方汲取經驗和教訓，
又希望梁振英可以帶領好特區政府，集中精力
搞好施政報告，做多些實事，落實各方面的民
生、經濟、社會措施，為市民造福祉。

鄭耀棠斥反對派「搵 做」
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批評反對派「不想志在

成功不成功，係搵 做」，呼籲立法會多花
精力於民生經濟等實事上，並說自己不喜歡
「嘻嘻哈哈，做 等於無做」的事。

另一行會成員張震遠也認為，事件不涉誠信
問題，又指香港市民已對事件感厭倦，期望特
區政府及特首能專心為香港人服務：「政府現
時將精力放在如何回應市民的訴求，繼續推出
惠民德政，不需要再花時間在僭建的事上。」

反對派昨日終於搞出一個彈劾特首梁振
英的議案，但議案審議「十劃未有一
撇」，公民黨已急急搶功，在反對派上午
集體舉行記者會後，又再發出公民黨版本
的彈劾議案新聞稿，其中對該黨法律界議
員郭榮鏗在議案參與方面的「貢獻」大書

特書，但對提出彈劾議案的社民連主席梁國雄
就隻字不提，大有「鵲巢鳩佔」之意。

梁國雄是最早提出要啟動彈劾機制的立法會
議員，最初公民黨及民主黨都「態度審慎」，
但在「亂港四人幫」、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接受《蘋果日報》專訪，高調聲稱會協助梁國
雄草擬有關文本時，兩黨態度即時變得積極，
前者更「宣布」該黨的郭榮鏗會加入協助草
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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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立會議員竟為政治目的提出彈劾特首的動

議。

■一班市民

籌辦「齊心

行動」，將

透過街頭簽

名和短片自

拍運動，以

簽名和短片

方式支持特

首梁振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