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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職員斯諾登昨終獲俄羅斯移民

局批准其臨時庇護申請，讓他離開機場過境區，入

境逗留一年。事實上，要俄羅斯向美國交人令自己

尷尬是不可能的，即使俄羅斯將斯諾登交給美國，

美國如何公審處置也是大難題。斯諾登在俄羅斯避

難，不論對斯諾登或美俄來說，既是一個預料之中

的結局，也是一個適當的安排。斯諾登現在的結局

是美俄政治角力的安排，也是世界上關心斯諾登命

運的善良人們願意看到的結果。

斯諾登於6月23日乘飛機抵達莫斯科後，已在過

境區滯留一個月。斯諾登於7月16日正式向俄羅斯

移民局提交了臨時避難申請，一旦臨時避難申請通

過，斯諾登將可以在俄羅斯停留一年，並可每年更

新其申請，這樣他可以有充足時間準備去哪國長久

避難，或者在俄羅斯定居。斯諾登擔心自己一旦被

交給美國，會遭受虐待甚至死刑懲罰。現在斯諾登

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令全球關心他命運的人感到

欣慰。

一個月來，斯諾登已經成為俄美外交關係的難

題。對普京和俄羅斯來說，拒絕將斯諾登交給美

國，會讓美國失去面子，損害美俄關係，甚至招

來美國的外交報復。但如把斯諾登交給美國，會

讓整個世界覺得俄羅斯屈服於美國壓力。對此，

普京表現了很高的政治智慧，巧妙掌握了三個原

則：一是尊重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二是遵循國

內法和國際法；三是防止俄美關係嚴重受損。他

把「不請自來」的麻煩，變成了可與美國討價還

價的牌。斯諾登事件扭轉了俄羅斯在網絡安全與

自由問題上備受美國政治壓力的局面，俄羅斯已

經成為斯諾登事件的贏家。作為俄羅斯批准斯諾

登避難申請的交換條件，斯諾登接受了俄方不洩

露更多美國政府機密的要求。這對美俄都是一個

下台階。

其實，若俄羅斯將斯諾登交給美國，美國也未必

算是贏家。對此，美國媒體承認，從長遠看，對於

斯諾登和美國政府來說，他在俄羅斯臨時避難可能

是最好的結果，因為斯諾登在法庭上受審對美國利

益的危害性可能更大，這將影響美國保密度的可信

性，並動搖美國政府是正義力量的信仰。

斯諾登的去向雖有了結果，但美國監控全球網絡

大規模侵犯人權，仍然要向所有被美國入侵網絡和

電腦的國家和地區作出如實交代。美國須停止侵犯

別國人權、干預別國事務的行徑。

(相關新聞刊A1版)

原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在廉署證實清白

之後，主動辭職，顯示他重視維護政府形

象，出於公心處理自己的去留。不過，林

奮強辭職事件亦反映，香港現時的泛政治

化的社會氣氛不利於有志貢獻社會的各類

人才加入政府。事實上，參加管治團隊的

人士動輒遭到指控、謾罵和惡意攻擊，甚

至因為公職而為家人帶來困擾，使他們加

入政府就面臨荊棘滿途，阻嚇了更多人才

加入政府服務大眾，絕非香港之福，最終

受損失的是市民。若這種政治生態持續下

去，將是香港的悲哀。

負責案件的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

昨日解釋有關決定時指出，就林奮強涉嫌

利用機密資料而提早放售樓宇獲利，以及

向地產代理提供額外的「秘密」佣金的兩

方面指控，均缺乏足夠證據，不能成立。

林奮強其後發表聲明，指在過去數月廉政

公署對自己的「賣樓事件」進行了詳細的

調查，今次終於公布了調查結果，還自己

一個清白。他在感謝廉署公正的同時，也

對傳媒的公審感到遺憾。在整個事件中，

一些反對派人士及某些傳媒對林奮強作出

不少有違事實的指控，意圖進行公審，甚

至連其家人也被滋擾，承受不少精神壓

力。

一個時期來，一些人動輒起訴，惡意針

對，令治港班子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一

些人往往利用治港班子某個人的小的缺

失，甚至是莫須有的問題，利用傳媒不斷

誇大，進行無休無止的抹黑和輿論審判，

以達到打擊政府的目的。香港社會應該反

思：如果一有過失就要「人頭落地」，一有

投訴就要辭職，誰還敢站出來出任問責制

官員？從政人士哪有磨練的機會？治港人

才從何而來？這樣的社會環境對於「港人

治港」的事業是否有利？

對於「港人治港」事業來說，香港本來

就人才不足、人才難得，應該珍惜。香港

應建設一套理智成熟的問責文化。只有這

樣，港人的民主素養才能有所提高，香港

的政治氣氛才能重歸正常，「港人治港」

的事業才能更好地往前推進。

(相關新聞刊A3版)

斯諾登在俄避難 對各方都好 林奮強辭職帶出的思考

宴各界論政改 特首廣聽意見
譚志源指意見務實好開始 政府啟「非正式諮詢」

梁振英昨晚在禮賓府宴請二十多名香港社會各
界人士，包括反對派中人（見表）。獲邀出席

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張文光在晚宴後稱，他在席
間主動要求討論政改問題，指政改不能延至明年1月
才開始諮詢，並建議特區政府在正式諮詢前，應邀
請不同黨派成立一個組織，透過建立民間政改諮詢
平台，為政府收集民間意見，設計好一個各方都可
以接納的方案，有助未來的政改諮詢更易達到共
識，否則「佔中行動」必定出現，但對方未有確實
回應。

史泰祖：梁振英態度正面

新民黨副主席史泰祖亦透露，政改討論是全晚的
焦點，出席者要求要有「真普選」，及盡快啟動普選
諮詢，有與會者則憂慮「佔中」正醞釀中，政改不
能太遲進行諮詢等。梁振英及在席官員的態度正
面，但就未有透露何時啟動政改時間，亦無回應在
席人士對有關政改的意見。
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透露，梁振英在會上主要聆

聽不同意見，未有主動發言，只是在談到政改諮詢
時間表時，重申未有正式時間表。

飯局融洽坦率交流增互信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偉文形容，會面氣氛
融洽，大家坦率交流對政改的意見，沒有出現劍拔
弩張的場面。他認為，類似的活動有助增進不同意
見者的互信，倘日後再有類似安排，他願意再次出
席。
譚志源在晚宴後表示，過往的行政長官及該局亦

有與不同人士會面聽取各界就將來特首及立法會選
舉不同意見，昨晚的飯局只是其中一種會面機會，
而這是一個好開始，讓不同背景者交流。
他並形容，自己與梁振英分坐不同桌，大家「一開

始入直路」就討論政改，與會者間互動多，自己聆聽
到不同的意見，而會上各人交流均非以維護各自黨派
立場發表言論，而是以務實的態度關顧與自己不同意
見者的立論和關注點，再提出切實可行解決辦法的交
流，「不少意見都很務實、有建設性」。

倡設諮詢平台與民討論

譚志源引述，與會者特別關心就政改方案如何能
獲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及由「真普選聯盟」
提出的所謂「公民提名」等，焦點是必須符合《基
本法》，其間有不少務實方案及方向的交流，也討論
了下一步如何作諮詢程序，不少與會者認為政改應
盡早諮詢，又提出應參考《基本法》起草時，成立
諮詢平台，讓市民參與討論。
被問到政改諮詢時間表時，譚志源坦言，當局已

不斷收集不同方案意見，並引發社會討論，「現階
段可說是『未有諮詢文件的諮詢』」，又認為政制發
展不一定與施政報告掛 ，當局在有具體想法時就
會公布，並希望諮詢文件可納入不同意見。被問到
晚宴有否提及「佔中」，他則指席間有作個別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禮賓府舉行晚宴，邀請二

十多名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出席，政改討論是

全晚的焦點。有與會者透露，大家在晚宴上

坦率地交流對政改的意見，梁振英則主要聆

聽在場人士各種意見，未多作評論。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宴會後指出，是次

晚宴主要討論諮詢及凝聚共識的關注點，是

「不少意見都很務實、有建設性」，也是一個好

開始，可以讓不同意見者交流，又強調特

區政府目前正進行「未有諮詢文件的諮詢」。

梁振英八一飯局邀請名單
1.蔡海偉 （社聯）

2.張文光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前會長）

3.李芝蘭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4.李永達 （香港2020研究總監）

5.馮煒光 （南區區議員）

6.葉健民 （城市大學）

7.蘇偉文 （ 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8.史泰祖 （前新民黨副主席）

9.文灼非 （信報月刊總編輯）

10.王于漸（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講座教授）

11.李律仁（三十會召集人）

12.何濼生（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13.方志 （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講師）

14.劉佩瓊（前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

15.劉兆佳（全國政協委員）

16.鄧飛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17.陳文鴻（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18.劉迺強（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19.劉勵超（前地政總署署長）

20.羅致光（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

21.陳莊勤（民主黨黨員）

22.王慧麟（NOW新聞台及財經台節目主持）

23.阮紀宏（北京師範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
學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副教授）

資料來源：特首辦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陳智思：政改須妥協尋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昨晚在

禮賓府宴請社會各界人士，政制發展是其中的熱門
話題。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昨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坦言，各界最終要在不同聲音中作出妥協，找出一
個大家接受的方案，否則政制原地踏步，將會是最
不理想的結果。
陳智思昨日在電台訪問中坦言，是次飯局中未必

可即時凝聚共識，但各界始終要就政制發展方案達
成共識，而不少團體已向政制事務局就政改提交書
面意見，相信特首明年發表施政報告時，是公布政
改時間表的好時機。
他又強調，由香港人選出的特首倘不獲中央任

命，是大家都不想見到的，而以往的選舉也有反對
派人士「入閘」，將來也應容許不同政見人士參選，
否則會影響當選者的認受性，以至上任後的施政。

特首梁振英上任前後，已多次強調要構建「香港

營」，積極促進與各界人士的交流，故他上任一年多

來，不定期與不同界別、持不同立場及意見者飯聚，

除了應邀出席傳媒多有報道的「建制派飯局」外，他

也會主動邀約社會各界暢談社會關注議題，在無拘束

的輕鬆場合上聽取不同人士對時政的看法，以加強與

香港社會各界的溝通及了解，昨晚的禮賓府晚宴亦是

如此，而這次晚宴更不會是最後一次。

廣邀不同意見者參與

有部分反對派中人就聲言晚宴是為政改諮詢「摸

底」，又指「佔中」發起人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未獲邀

請，是特首刻意「分化」的伎倆，刻意挑起爭拗。事

實上，梁振英在當選特首前已十分重視與香港各界人

士的交流和溝通，希望構建「香港營」，故他在上任後

也十分重視這方面的工作，每次均廣邀不同意見者參

與，且無特定議題，希望與會者能就他們最關注的問

題暢所欲言，是次晚宴也不例外。

香港政制發展始終是市民最關注的熱門議題，與會

者在昨晚晚宴上可以就此暢所欲言，而特首也「多聽

少說」，因是晚只是一餐交流的飯局，談不上任何為政

改諮詢「摸底」的預設議題，並引用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之早前在立法會飯局上一句「沒有必要讓我們大家

一頓飯吃得太沉重」來形容是次聚會：「如果真係要

傾政改咁嚴肅的話題，CY肯定唔係用飯局咁輕鬆的形

式，而係會正式約見反對派。」

CY反對派曾多次飯聚

政府消息人士坦言，特首和反對派成員過往亦曾多

次交流，包括主動邀約包括反對派中人在內的香港社

會各界人士在馬會一邊吃自助餐，一邊交流，「雙方

交流的方式係可以好多的，亦有就理念、經濟、民

生，甚至政治議題都有討論和交流⋯⋯昨晚的飯局，

只係咁多場這種交流中的其中一次，亦只係CY同反對

派人士眾多交流中的其中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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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香港營」議政飯局常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有與會者透露，大家在晚宴上坦率地交流對政改的意見。 曾慶威 攝 ■劉佩瓊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譚志源指出，是次晚宴主要討論諮

詢及凝聚共識的關注點。曾慶威 攝

■梁振英在禮賓府舉行晚宴，邀請二

十多名社會各界人士出席。資料圖片

■張文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劉兆佳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羅致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