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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維爾所言乃彌天大謊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

在本港兩份報章及英國政府網頁撰文，聲稱「英國與香

港有 深遠的歷史關係，故就聯合聲明當中所作的承

諾，必然認真對待」，「英國也隨時（為香港普選）準

備提供任何支援」。施維爾所言乃彌天大謊，普選是中

央政府主動向港人的莊嚴承諾，而非中英聯合聲明的內

容。英國不應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事務，必須尊重

歷史、尊重事實。

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內容完全沒有普選

概念，只是提出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和協商產生。

香港之所以能夠邁向雙普選，一切皆歸功於中央的莊嚴

承諾。香港最終實行雙普選是中央主動寫入《基本法》

內的，不是英國人「賜予」香港的。《基本法》第45

條、第68條和附件一、二，是香港實現雙普選的法理依

據，而中央亦已宣布普選時間表，只要香港社會能夠凝

聚共識、求同存異，是可以邁向普選的。

英國干預香港普選已赤膊上陣

按《基本法》落實普選是香港內部事務，中央政府和

香港特區政府有能力自行處理，毋須外國「支援」。施

維爾的文章雖然寫得很曖昧籠統，但所謂「準備提供任

何支援」是指甚麼呢？施維爾可謂不打自招，暴露英國

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已經赤膊上陣。

回顧歷史，不能不令人對英國干預香港政治事務高度

警惕。為了在香港回歸後延續英國的殖民主義利益，英

國實際上已經苦心經營了許多年，英國以引入代議政制

為契機，在香港培植了一幫反華亂港的親英政治勢力，

形成了今天他們的代言人和代理政黨。因此，幫助這些

親英政客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就能夠更有力地維護延續

殖民主義的利益，這就是英國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

的目的。

英為搶奪港管治權做了精心準備

英國管治殖民地有一套嚴密的情報收集和分析系統。

這個情報系統是由三個層次的組織所構成：設在殖民地

的情報組織（如政治部）和本地情報委員會、設在區域

的聯合情報委員會和設在倫敦的聯合情報委員會。1997

年英國人從香港撤退時，把政治部所有的人事檔案搬到

倫敦和澳洲。而這些檔案中事無鉅細地包括了政府高級

公務員，包括督察級以上的紀律部隊及警務人員，有政

治背景的社團組織負責人詳盡的資料及履歷記錄等，更

有許多現任、離任官員的污點材料，隨時可以通過第三

方爆料，以威脅不聽話的人。

為搶奪香港管治權，港英政府對政府高官中的隊伍

人選做了精心準備，「掛帥」人物就是當時的首位華

人布政司陳方安生，她是從英殖老特務分子霍德手中

接下這個職務的，這個出身於英國軍情六處的老特務

是陳方安生的政治師傅。另一個重要人物黎慶寧，回

歸前接替區士培成為本港首任華人保安司，掌握不少

本港公務員和政商學界的敏感資料。回歸後短短13個

月黎慶寧就離開官場，攜帶大量保密資料轉移澳洲，

2006年他低調捲土重來香港。香港回歸16年來，一大

批隱蔽身份的軍情六處特務回流香港，與滲入到政

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政府要害部門，加

緊搶奪香港管治權。

施維爾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有「魔僧」之稱的軍情六處特務顧汝德在「佔領中環」

升溫之際坐鎮香港指揮，隨後美國也調派了有軍政背景

的夏千福取代離任的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斯諾登事件充

分說明，美國對香港的網絡戰正與港英「戰略潛伏者」

密切配合，難怪港英特務頻發功，大批「戰略潛伏者」

紛紛浮上 面或配合美英勢力指令秘密搞事，大量「黑

材料」不斷湧現，不僅劍指本屆特區政府班子和斬斷特

區政府主要官員與中央聯繫，而且猶如一柄達摩克利斯

之劍，懸在未來特首普選的上空，威懾建制派參選人，

為反對派對抗中央的人選保駕護航。美英利益雖有不

同，而目標一致。而香港反對派既是美國的代理人，又

是英國的代理人。

香港近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都顯示英美勢力干預香

港普選，特別是對反對派的控制和策略性指導鉅細無

遺。繼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反國教」之後，反對派政

客策動「去中國化」搞「港獨」的有關行動，背後都有

英美勢力操控的黑

手。今年以來，英美

勢力發出了搶奪香港

治權的集結號，「佔

領中環」行動已成為

港版「顏色革命」。

現在，反對派鼓吹所謂「公民提名」的普選特首方案，

這是試圖剝奪提名委員會的權力，企圖要選出一個挑戰

「一國兩制」、對抗中央政府、反共反中亂港的行政長

官。在「佔中」升溫和反對派鼓噪「公民提名」之際，

施維爾聲稱「英國也隨時（為香港普選）準備提供任何

支援」，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美英聯手干預港普選已沆瀣一氣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履新一個多月間，已頻繁干預

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他甫抵 即聲稱香港民主要走向

反對派所要求的「真普選」，鼓動反對派「入閘」參選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並以各種方式力撐「佔中」，並

掀起「倒梁」攻勢。現在，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

大臣施維爾聲稱「英國也隨時（為香港普選）準備提供

任何支援」，這顯示美英聯手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

選，已經沆瀣一氣，狼狽為奸。

十八大報告強調，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這是從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出發的。中國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宋哲8月26日會見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當

面警告他不要干涉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宋哲發出強硬信

號，凸顯中國政府絕不允許任何外國勢力借干預特首普

選搞亂香港和遏制中國，同時向香港社會和各政黨明確

傳達中央立場。任何外國勢力必須認識到，在涉及中國

主權尊嚴的香港政制發展事務上，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

絕不允許任何外國插手干涉。反對派也必須認識到，內

外勾結，引狼入室，是破壞香港普選，如不懸崖勒馬，

勢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聲稱英國「就聯合聲明當中所作的承諾，必然認真對

待」，「英國也隨時（為香港普選）準備提供任何支援」，此乃彌天大謊，並不打自招暴露英國干

預香港普選已赤膊上陣。香港最終實行雙普選是中央主動寫入《基本法》內的，不是英國人「賜

予」香港的。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履新一個多月間，已頻繁鼓動反對派「入閘」參選2017年

行政長官普選，以各種方式力撐「佔中」，並掀起「倒梁」攻勢。現在，施維爾聲稱「英國也隨

時（為香港普選）準備提供任何支援」，這顯示美英聯手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已經沆瀣一

氣，狼狽為奸。任何外國勢力必須認識到，在涉及中國主權尊嚴的香港政制發展事務上，中國人

民和中國政府絕不允許任何外國插手干涉。

英國干預香港普選 施維爾不打自招
蒯轍元

■蒯轍元

繼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之後，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

維爾亦公開干預本港普選，並指英

國政府準備隨時提供「支援」。令

人納悶的是，英國已經撤離香港，

國土又與香港遠距千里，英國可以

如何「支援」？是讓顧汝德、霍德

更加明目張膽地走到台前策應「佔領

中環」？是將港英時期收集的機密資

料作明箭暗箭之用？又或是資助各個

反對派政黨甚至是「港獨」組織內外

施壓？施維爾的言論難免令人滿腹狐

疑，更令本港普選添加不明朗因素。

不過，反對派卻是拍掌叫好，民主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還認為英國的干預

來得遲了，「香港到依家為止冇真正

普 選 ， 點 樣 高 度 自 治 、 『 港 人 治

港』？變 講大話，英國政府要負

責，唔係咪中英聯合講大話？」李柱

銘更表示英國的表態可以將普選問題

國際化，「 時高姿態叫人支持你，

仲話清清楚楚 聯合國登記，既然係

咁重要 事，你自己將佢國際化，依

家又唔跟住去做，人 （英國）係有

責任講出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也

指英方「特別有責任」就政改問題

「出聲」，英方有份簽署《中英聯合聲

明》，要履行承諾云云。

反對派指英國有責任保障《中英聯

合聲明》的落實，但《中英聯合聲明》

並沒有提到普選，只提到香港回歸後

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政長官則在

香港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香港普選

的法理依據是《基本法》第45條和68

條，是中央將普選這個最終目標加進

去的，對香港普選的承擔遠超於《中

英聯合聲明》。如果反對派認為英國要

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負責，那

現在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制度，

已經超額達到了《中英聯合聲明》的

要求，英國還有何理據指指點點？

反對派將普選寄託於英美等外國勢

力干預，是引狼入室。港英政府是在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才決定成立

區域市政局，1985年才在立法局引進

功能議員選舉，1991年才開始有立法

局分區直選。港督直到英國「光榮」

撤退之前，還是「不光榮」地由英王

委任。英國在過渡期推行民主化，不

過是為了在回歸後將政權盡可能地交

給他們培養的親英分子手上，以對抗

中央政府，就如「末代港督」在最後

一份施政報告中所言，「英國，除了

從憲制這個重要的角度而言可以說會

撤離外，其實並不會離開香港」。否則如何解釋港

英這麼多年都千方百計阻止民主，到確定回歸才

「忽然民主」？

英美等外國勢力，支持反對派爭取所謂「真普

選」，並非是為了落實民主，而是要通過普選取得

香港管治權，並將香港作為反華橋頭堡。《中英聯

合聲明》並沒有提出普選目標，但現在英國卻突然

高調插手「支援」，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知。中

央一直擔心外國勢力干預本港普選，但反對派卻熱

衷招引外國勢力插手港事，究竟對落實普選是利是

弊？特首梁振英昨日也指出，外國政府干預香港普

選，只會適得其反。反對派如果真心期望成功落實

普選，就應知所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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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勉港青
郝鐵川析原意

梁啟超：少年強中國強

郝鐵川指出，梁啟超先生在
《少年中國說》中說過：「少
年智則中國智，少年強則中國
強。」張主任希望香港青年成
為科技創新主力軍，是有深刻
歷史背景和現實意義的。縱觀
古往今來的科技發展史，青少
年不但思維敏捷、精力旺盛，
而且對知識、經驗的積累和掌
握也最為快捷，又最少包袱，
敢想敢幹，再加上其他有利條
件，故一直是科技創新的主
角。哥白尼提出日心說時是38
歲；牛頓和萊布尼茨發現微積
分時分別是22歲和28歲；達爾
文開始環球航行時是22歲；愛

迪生發明留聲機時是30歲，發
明電燈時是32歲；貝爾發明電
話時是29歲；居里夫人發現
鐳、釷、釙三種元素的放射性
時是31歲；愛因斯坦提出狹義
相對論時是26歲，提出廣義相
對論時是37歲；華裔物理學家
李政道和楊振寧提出弱相互作
用中宇稱不守恆定律時分別為
30歲和24歲；美國生物學家沃
森和英國生物學家克里克提出
脫氧核糖核酸（DNA）分子
結構的雙螺旋模型時分別是25
歲和37歲。

科學發明多 英雄出少年

又如，美國矽谷諸多著名高
科技公司都由青少年創立。

1968年，32歲的安迪．葛洛夫
和39歲的高登．摩爾等人共同
創辦英特爾公司；1975年，20
歲的比爾．蓋茨和22歲的保
羅．艾倫共同創立微軟；1976
年，21歲的喬布斯和26歲的沃
茲尼克等共同成立蘋果電腦公
司；1998年，同為25歲的拉
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共同
創辦了Google；2004年，20歲
的馬克．扎克伯格和他的室友
共同創立了facebook；最近因
生產電動車而聲名鵲起的特斯
拉汽車，則是伊隆．馬斯克31
歲時創立的。
郝鐵川最後強調，張主任對

香港青年的寄語，其情殷殷，
其意拳拳，相信大家特別是青

年，可深切感受到這份善意的
關懷和真誠的交流。香港主流
民意素來都很肯定各方人士的
善意交流，營造和而不同、其
樂融融的環境，相信媒體報道
會體現這一主流民意的。

迪園不邀議員「哈囉喂」疑避嫌
萬聖節又快到了，香港兩大主題樂園已

開始推廣今年的「哈囉喂」節目，並邀請
不同人士進園參觀。據聞，香港迪士尼今
年不再邀請立法會議員參與「哈囉喂」活
動，有議員私下估計，這可能與之前國泰
招待事件有關。不過，有迪士尼老友坦

言，樂園每年都會邀請不同界別的人士入園，
藉以了解園區新發展，但不是年年都一定會邀
請立法會議員。

近月國泰事件惹非議

自國泰款待一班議員到法國後，近月來，多
間機構都被報道曾經免費招待立法會議員，包
括迪士尼樂園在去年的「哈囉喂」期間，曾邀
請16名立法會議員免費出席迪士尼舉辦的「黑
色世界」活動，享用自助晚餐及到園區內遊
玩。而多名議員均未有向立法會申報，引來非
議。
雖然香港迪士尼年初剛有新建園區落成開

放，但樂園今年就不打算再邀請立法會議員參
與「黑色世界」活動。有議員估計，早前國泰
招待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可能樂園為免再招人
話柄，引來「免費款待」之說，今年就不再邀
請他們出席了。
有迪士尼老友證實，今年確實沒有邀請立法

會議員參與樂園「哈囉喂」活動，但解釋指，
樂園每年都會邀請不同界別的人士到園區內參
觀，希望讓大家了解樂園新發展，但不是每年
都一定會邀請立法會議員，而是因應不同情況
作出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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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
志祥，同時亦是元朗區
議會主席，對地區事務
駕輕就熟，瞭如指掌，

但在立法會仍是一名「初哥」。相比於區議員，立法會議
員須考慮更複雜的利害關係，不僅要照顧地區，更要考
慮全局。過去一年，他學習到怎樣有效與政府溝通，希
望政府審慎推出政策，真正符合大部分市民利益，順應
民意。即便有人想「拉布」，也無法取得民意支持。而他
對自己的表現仍未滿意，對議會運作熟習需時，希望努
力提升議政能力，以及增加動議辯論中闡述觀點的能
力。

堅持剪布 護港人利益

「初時對立法會工作好有期望 ，上一屆結束之前反
對派拉布，造成議會停頓、施政不彰，市民有很大反
響，覺得要靠我 力量改善。」梁志祥坦言，現實與
期望反差很大，剪布不易，議事規則難修改，反對派可
以隨時拉布。無休止拉布令他很不適應，「我留 區聽
下市民意見好過啦」。當時，對做慣地區工作的他來說，
感到與其留在議會消耗，倒不如落區幫助市民解決問題
似乎更實在。現在回頭看來，每個堅持都是為了整個香
港，很值得。對於難以說服其他議員不要拉布，剪布又
有一定困難，他認為，政府部門推出政策或提出財政要
求時，須做到與市民利益息息相關，得到立法會支持。
立法會涉及影響所有市民的議題，如堆填區擴建、樓

市「辣招」等，爭議往往很大。民建聯地區議員和立法
會議員之間，有時也會持不同意見。作為「雙料議員」，
梁志祥即使有不同看法，最終仍會跟隨黨團決定，以全

體市民利益為依歸。「立法會
議員好難做，唔可以再好似以
前，淨係從某個地區利益出
發。」他直言，入議會前很少
關注區外議題，「以前堆填區
關我咩事？下白泥村唔係我選
區，最多作為區議會主席帶官
員去睇下，解決問題。」現在
則要向下白泥村民解釋民建聯立場，希望他們理解這是
為全港市民利益作出的表態。不同地區焦點不同，民建
聯要取得平衡，「有兩個人反對我都要代表佢反對，咁
民粹的情況，香港不會進步」。
在立法會黨團主要負責房屋政策，他關注租金不斷上

升。民建聯不贊成「租金管制」，認為會令一批租戶即時
被斷租；租金津貼也可能變相助長業主收更貴租金。他
會請學者研究，短期內有甚麼方法令租貴樓的人得到幫
助，但各黨派要有共識，否則便會「四大皆空」。

助向上流動 增青年信心

作為扶貧委員會成員，梁志祥早前到東涌與低收入家庭
座談，租金貴、物價貴，不斷蠶食他們的生活質素，提倡
給貧窮線下的家庭提供生活補貼。他亦關注青少年問題，
不少碩士畢業生起薪點只有9,000元，現時社會即使大學
畢業後也未能脫貧，青少年對未來前途沒有信心。政府需
要盡快協助提升他們的信心，以及薪金水平。
經過一年議會生活，梁志祥對自己的表現仍未滿意，

對立法會運作熟習需時。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提升議
政能力，以及增加動議辯論中闡述觀點的能力。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梁志祥兼顧地區立會 表現精益求精

香港文匯報訊 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在博鰲青年論壇（香港）

開幕式致辭時表示：「希望香

港的青年朋友們不僅僅成為創

新的受益者，在習慣於用微

博、微信交流，在淘寶、亞馬

遜上購物的同時，更要成為創

新的夢想家、實幹家，在創新

的時代浪潮中大顯身手」。香

港社會對此普遍給予好評，媒

體普遍給予正面報道。當然，

香港是多元社會，甚麼聲音都

有，也有個別人士責怪張主任

不應批評青少年熱戀微博等，

不該關心此類事情。中聯辦宣

文部部長郝鐵川近日就此在

《新報》撰文指出，這誤解了

張主任講話原意。他認為，張

主任原意是：對待科技創新成

果，既要積極使用、支持，更

要積極參與科技研發創新活

動。因此，他希望香港青年不

僅要使用、支持創新成果，更

要投身科技事業，成為創新主

力軍，這些都是春風化雨的鼓

勵之語。

■梁志祥嘆反對派拉

布，造成議會停頓。

■郝鐵川指出，張曉明希望港

青成為創新主力軍。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