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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天表示，張德江講話

的中心思想是「發展經濟，依法辦事」，以他個人體

會，張德江的講話說明了中央對港三個「一以貫之」的

方針：一是中央提出的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

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的方

針，是「一以貫之」；二是中央提出的在《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法治軌道上推進香港民主發

展的方針，是「一以貫之」；三是中央提出的依法治

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方針，也是「一以貫

之」。我認為，郝鐵川對張德江講話的解讀，深入淺

出，抓住重點，有助社會各界更好地理解張德江代表中

央政府向香港社會發出的重要訊息。

保持經濟繁榮是香港第一要務

張德江強調保持經濟繁榮是香港第一要務，這也是中

央贈予香港四句箴言的第一句話。張德江今年4月27日

在北京會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訪京團時就強調，發展是

硬道理，當前香港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只有經濟

不斷發展，才能不斷地改善民生，否則，其他一切都是

空談。張德江今次再次強調，保持經濟繁榮是香港的第

一要務，可見中央提出的「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是一

以貫之的。　

事實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逐漸顯現，一些競爭優

勢開始弱化，若香港社會陷入泛政治化和無休止的內

耗，忽略了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其後果必然是空談誤

港，失去重要的發展機遇。張德江強調發展經濟是第一

要務，顯示了中央對目前香港形勢的準確判斷，也使社

會各界知道香港目前面臨的問題和任務，明確未來香港

努力的方向。

還須看到的是，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香港與

珠江三角洲地區憑藉制度創新和地理區域方面的優勢進

行經濟合作，形成了唇齒相依、相互依託、興衰與共、

互補互促的區域經濟合作格局。在CEPA的框架下，香港

憑藉本身的特殊優勢，在泛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中將

繼續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和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區

域經濟發展一日千里，香港必須擺脫泛政治化的束縛，

才能以經濟發展提升自己的地位。

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民主發展

張德江強調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法

治軌道上，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已經鋪設香港走向普選

的「五步曲」法治軌道。香港是法治社會，必須在法治

軌道上推進民主。香港的心臟中環萬商輻輳，香港國際

金融和貿易運作的80%集中在這裡，並且在法治軌道上

有條不紊地運行。中環的價值不僅是商貿、金融樞紐，

而且彰顯了法治是香

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

基石。但是，反對派

鼓吹和策動的「佔領

中環」行動，其惡果

將是癱瘓中環，損害

香港營商環境和競爭力，衝擊法治核心價值，擾亂正常

社會秩序，令香港難以管治。因此，「佔中」既不符合

民意，也不符合法律。　

社會各界應給予梁特首更多支持

張德江強調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再次表明了中央

堅定不移「挺梁」。實際上，在香港競爭優勢開始弱

化、深層次矛盾顯現的關鍵時期，更需要特首梁振英及

特區政府集中精力依法施政。只有支持特區政府，才能

搞好香港的經濟民生。同時，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和

工作要求，是通過特首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帶領香港各

界人士來貫徹落實的。顯然，支持特首領導的特區政

府，就是支持中央，支持香港；「反梁」就是針對中

央，就是倒香港米。社會各界應給予梁特首更多的支

持，讓梁特首和特區政府能夠落實中央對香港的要求，

搞好香港的經濟民生，維護市民福祉和香港整體利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北京會見香港紀律部隊交流團

時，強調香港的地位取決於經濟發展，保持經濟繁榮是香港的第一要務，又強調無論是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還是進行政改、推進民主，都要講法治，都需要有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這是廣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張德江強調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顯示了中央對目前香港

形勢的準確判斷，也使社會各界知道香港目前面臨的問題和任務，明確未來努力的方向。張德

江強調講法治才能穩定和諧，彰顯法治是香港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亦是香港的優勢所在，沒有

法治一切都無從談起，只有維護法治，社會才能正常運作，市民才能安居樂業。

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 講法治才能穩定和諧
余國春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反對派2名立法會議員及300名

「市民」，日前在香港及台灣多份

報章刊登「倒梁」廣告，名為

「倒梁」，實際是在香港煽動「去

中國化」鼓吹「港獨」；而發起

人故意選在台灣的《自由時報》

刊出廣告，附和「台獨」主張，

更暴露了「港獨」與「台獨」勢力

合流的趨向。這樣一份明火執仗的

「港獨」宣言，在回歸之後還是頭一

次，在時間上恰恰在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宋哲向美駐港總領事夏千福，

發出不要干預港事務的警告之後，

時間上的巧合難免令人懷疑外國勢

力有意利用這份廣告來還以顏色。

這份廣告最先由新民主同盟范國

威、公民黨毛孟靜、環保觸覺譚凱

邦發起，並且在網上呼籲反對派支

持者集資100元刊出廣告，但最終只

有300人聯署，這說明了兩個事實：

一是聯署的300人是本港社會最極端

的「港獨」派，這個廣告令到「港

獨」派暴露於人前，無所遁形。二

是聯署人數雷聲大雨點小，也反映

「港獨」路線就是在反對派之內也不

無爭議，不少反對派人士在最後時

刻都撤回聯署。其中，工黨張超雄

曾出席聯署的記者會「撐場」，但臨

近廣告刊登前夕，他以及多名反對

派人士卻突然要求退出聯署，他指

是廣告中「超過70萬大陸人取得單

程證來港定居，港人的平均居住面

積越來越少」等內容，有怪罪新移

民之嫌，所以拒絕簽署云云。

本來，聯署與否是個人自由，但

張超雄事後卻受到一眾「港獨」派

支持者的猛烈狙擊，陳雲更辱罵他

「仆× 家×」，「張超雄、周澄這

些『左膠賣港賊』，我勸你們到更理

性的地方去——落地獄！地獄為你

們這種陷香港人於地獄狀態的奸賊

準備好了」。張超雄拒簽「港獨」廣

告被瘋狂攻擊說明了什麼？其實說

明了反對派內存在支持「港獨」和

不認同「港獨」的路線之爭，張超

雄「臨陣變卦」因而成為了「港獨」

派揚刀立威的斬殺對象。

張超雄說退簽是因為內容有歧視

新移民之嫌，這點當然是事實，但

問題是整份廣告內容不是最後一刻

才擬就的，不論是初稿或是定稿，

內容都充斥 對中央政府的仇視，

對內地民眾的敵視，千方百計的挑

釁兩地民眾對立，張超雄在「撐場」時不可能不

知道有關內容，如果他因為不認同歧視新移民而

退簽，最初時根本就不應該去支持。他與一眾反

對派人士在最後時刻退出聯署的最重要原因，就

是不認同其「港獨」立場，或者是擔心會引起民

意反彈，所以當知道廣告會在「台獨」報章刊出

時才知道「誤上賊船」，於是立即打退堂鼓。而

陳雲是極端的「港獨」派，更被一眾「港獨」人

士視作「國師」，對於張超雄以及一眾反對派人

士突然退簽，打亂其「港獨」宣傳，自然是深惡

痛絕，忍不住對他粗言辱罵，惡言詛咒。

反對派內山頭林立，雖屬同一陣營，在某些政

治議題上有相同的立場，但不代表裡面也是鐵板

一塊，尤其在「港獨」這個大是大非的立場上，

各黨派就算是各有想法，也不敢明目張膽，更重

要的是他們要考慮主流民意看法，不是如社民

連、「人民力量」可以靠劍走偏鋒來保住手上議

席，公民黨只是派出一個毛孟靜參與，正是擔心

引發民意反彈所致。而「港獨」派一直無所不用

其極的向其他反對派政黨施壓，這次張超雄等人

受到「港獨」派瘋狂攻擊，正反映反對派的路線

之爭。不過，「港獨」在香港沒有市場，反對派

政黨如果不及早與「港獨」派切割，結果只會引

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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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恐變騷亂馬
時
亨

：嚴重打擊港經濟

「樓價跌到飛起」 後果堪虞

馬時亨昨日在接受網上電台訪問時表
示，對反對派鼓吹「佔中」感到憂慮，
並憶述自己在1967年親歷過的情況：
「 時我聞過催淚彈，甚至俾警察用衝
鋒槍指住，質問：『你去邊？』⋯⋯十
幾歲細路哥，嚇到我臉都青埋！」當
年，「樓價跌到飛起」，倘「佔中」發
生，「擦槍走火好難講」，經濟體系也

將受到嚴重打擊，後果「不堪設想」。

劉慧卿稱「和平」被揶揄「先知」

他坦言，近年社會矛盾日深，「旺角
街頭一句說話(培靈學校教師林慧思爆粗
辱警)，竟然搞成咁」，令他更不想下一
代經歷動亂，「有 唔係你控制
到」。該網台節目主持、民主黨主席劉
慧卿聲言，「佔中」不會觸發暴動，馬
時亨隨即揶揄道：「你係先知呀？」
馬時亨直指，不希望社會各界因對落

實特首普選的方法「有少少出入而企
硬」，並認為反對派「唔多唔少都應該
妥協」，又以吃飯作喻：「你鍾意食四
川菜，我鍾意食廣東菜，永遠都唔 。
你要辣，我唔要，可唔可以大家將就
，食『有辣有唔辣』 湖南菜，一人

行一步呢？」

與中央對抗者不能當特首

談到2017年特首普選，馬時亨認為容
許反對派「入閘」，有助提高特首的認

受性，「你咪畀佢(反對派)『入閘』
囉，我又唔覺得佢會選到。但唔畀『入
閘』，就退 一步」。他強調，香港人定
不會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做特
首：「大家都清清楚楚知道，香港與內
地的經濟發展，是不能分割的。如果選
一個『對抗性特首』，香港點搞？」
他認為，特區政府已積極聆聽社會各

界對政改的意見，但政改諮詢文件「好
難寫」，「要顧及香港市民、不同政黨
的想法，也要知道中央底線在哪裡，並
不簡單，⋯⋯(特區)政府要聽晒意見，
先可以寫得出諮詢文件，否則又會被人
鬧閉門造車」。他認為距離落實普選仍
有至少2年時間討論，呼籲各界給時間
政府準備，「(展開諮詢)時間唔係最重
要，我寧願慢 ，但方案夠全面」。

責議員動輒拉布 影響施政

馬時亨在節目上又直言，特區政府與
立法會在溝通上有「好大鴻溝」，「難
做過以前好多」，原因是立法會多了激

進議員，而
反對派陣營
動輒拉布、
製造流會，
令許多政府
議案不獲通
過，在觀感
上令人覺得
政 府 施 政
「 舉 步 維
艱」：「又
唔開會，發
言質素又差，簡直慘不忍睹，仲要出咁
高人工？」
他指出，特區政府從香港整體利益

出發，應多與商界溝通，但反對派時
常將「官商勾結」掛在嘴邊，「商界
家都唔敢請官員食飯」，又揶揄劉慧

卿的民主黨同黨何俊仁和涂謹申早前
就接受過國泰款待「豪遊法國」，並以
此反問劉慧卿：「(你 )使唔使鬧 官
員鬧得咁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

對派策動違法「佔領中環」不得

人心，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馬時亨昨日批評反對派拒絕妥

協，並擔心「佔中」稍一不慎，

就會「擦槍走火」，最終可能會演

變成騷亂，屆時香港經濟體系將

受嚴重打擊，又強調港人不應選

擇「與中央對抗」的人做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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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文：政制向前須妥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上周與廠商會會面，就政改交換意
見。上任不久的廠商會行政總裁、前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副局長黃靜文昨日指出，香港政制要向前
走，妥協是重要的一環，不可能某持份者所想要
的都可以全部得到，總有一些地方要讓步，大家
需要接受一個整體的方案，「始終我們需要三分
二立法會議員支持才能通過」。

譚志源上周晤廠商會 就特首選舉交流
黃靜文昨日在接受港台訪問時透露，譚志源上

周與廠商會會面，大家主要就2016年立法會和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初步交換意見，會長和副會
長表達了個人意見，但廠商會對此未有立場，希
望多聽各方意見。
她認為，特首及立法會選舉辦法宜一併諮詢，

讓各方可以全盤考慮：「我相信，將來政府做的
諮詢，不單是看特首選舉辦法，也會諮詢立法會
選舉辦法，是整個政治體制的諮詢，不只是單單

一環。在考慮選舉制度民主化時，要全面考慮」。

政改諮詢「愈快愈好」憂出現「拉布」
黃靜文並認為，政改諮詢「愈快愈好」，倘政

府於明年初始啟動，在工作時間表上已經是「非
常緊迫」，因在本地法例中修改選舉法例時，當
局需要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而根據過往經
驗，在真正開始公眾諮詢後，社會上的意見會多
了，令討論未必會和諧或順利，議會更可能會
「拉布」，令時間更難預計、更難掌握。

她又指，特區政府雖為行政主導，但也要得到
立法會支持才能穩定施政，但目前的政制令政府
在立法會爭取支持有難度，「(現在的)環境或政
治氣候的而且確是有幾大和幾快的變化，我亦觀
察到現在推行一些公共政策，相對以往是難
了」，故個人建議可考慮取消特首不能有任何政
黨聯繫的限制，或將立法會選舉的選區劃得小一
些，可能會令一些少數、偏激的政團進入立法會
的機會，屆時的情況會與現在有分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以粗口辱警後「請病假」
的培靈學校老師林慧思，聲稱希望事件「告一段落」，
但她近日就在其「友好傳媒」中頻頻亮相。林慧思前
日在其facebook高調稱接獲一封內藏刀片的具名恐嚇
信，信中聲言「一定要把你殺掉」，令她「感到人身安
全受到威脅」，故決定昨日到大埔警署報案，並要求支
持者「聲援」。不過，所謂「聲援者」僅10餘人，包括
其律師、前立法會議員鄭家富。市民普遍質疑，恐嚇
信「具名」不合邏輯，更估計接二連三的「恐嚇」，完
全是林慧思和反對派自製新聞，爭取曝光的低劣手
段。

到警署「聲援」「市民」僅10多人

林慧思前晚在facebook高調預告自己報警的時間地點
後，於昨日下午在鄭家富陪同下到大埔警署報案，而
到場「聲援」的「市民」僅10多人。林慧思在接受傳

媒採訪聲言，在辱警事件後，有不少市民寄信到她任
教的寶血會培靈學校，丈夫前日代她回學校收取60多
封信，在拆到第3封時發現內藏刀片，該信署名為「中
共地下黨員李國強」，信中更兩度提到「一定要把你殺
掉」，她對信中明確表示要殺死她感到震驚，在與親
友、律師商量後決定報警。
林慧思又聲言，自己心情仍然受到事件影響，醫生

建議她繼續休息，未定下復課日期，又說現時居無定
所，在寓所、酒店、親友家中輪流暫住以保安全，又
希望事件「早日平息」。被質疑一方面辱罵「執法不
公」，另一方面卻又向警方報案求助時，她否認兩件事
有矛盾，並稱覺得人身安全受威脅便應該報警，又稱
相信香港仍然有法治精神，希望警方盡快破案。

「恐嚇者」署名「自報家門」不合理

不少市民質疑所謂「恐嚇信」中，「恐嚇者」署名

「自報家門」並不合常理，質疑這是林慧思爭取曝光的
苦肉計。在「香港討論區」，網民「sam0010」坦言：
「(恐嚇信)下款自稱『地下共產黨員』，擺明有人自編自
導想老屈轉移視線。」「MICMIC_2ND」亦質疑：
「常理來說，寄恐嚇信者會隱蔽身份，如此下款，是自
編自導自演或嫁禍的方法。」
有網民則認為，林慧思近期接連受恐嚇，與今年七

一遊行前壹傳媒集團接連遭「刑毀、恐嚇」事件相
近，推斷兩件事同為反對派自編自導自演的「傑作」。
不少市民也不滿林慧思聲稱希望事件盡快平息，但

就日日曝光。網民「dkshing」質疑，林慧思將報案
「小事化大」，事前通知傳媒，又找來10多人聲援，務求
得到新聞報道：「真係頂佢唔順，兩三日又見報⋯⋯從
她這些行為來看，她是一個自尊心及自我中心極強的
人，好勇鬥狠，不會輕易言敗及妥協，十分主觀，所
以在facebook亦公開對同事的不滿，咁樣的性格，做
政客好過做老師。」
另外，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被問及是次事件時呼籲，

市民倘覺得生命財產受威脅，一定要求助，並應盡快
提供資料。

林慧思稱被「恐嚇」市民質疑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環球時報》昨日刊出
文章，批評反對派2名立法會議員及300名「市民」在
報章刊登的聯署廣告，指出倘內地人不再到港旅遊，
港人將蒙受其害。發起聯署的范國威及譚凱邦其後發
表聲明，稱倘個人遊數量減少，「相信很多香港人會
極之高興，求之不得，部分香港人更會開香檳慶祝」。

《環時》憂旅客減港受害
「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及

300名「市民」在報章刊登聯署廣告，聲稱香港「不斷
被融合與赤化，香港人基本生活需要不斷被剝削」，並
舉個人遊為「例子」，《環球時報》昨日刊登文章予以
批評，並質疑道「如果內地人都不再去香港旅遊，都
不再在香港的商店裡購物，那麼香港經濟將會發生甚
麼？」范國威及譚凱邦昨日發表聲明，稱是次登報的
集資活動「由超過300多位市民一同集資，顯示很多香
港人對現狀相當不滿」，又稱倘個人遊旅客減少，「香
港人可以恢復在旺角、銅鑼灣、尖沙咀、屯門、元朗
及上水消費，讓本土的經濟重回正軌，水貨客也可在
北區絕跡。此外，奢侈品及名店將會停止擴張，而以
港人生活需要為客群的店舖將重新進駐，香港市民終
於可以用合理的價錢購物」。

■馬時亨。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