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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辦事尊重法治 保證香港正常運作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在北京會見香港紀律部隊交流團時強調，香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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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接見本港高級公

務員訪京團時也表示，要維護《基本法》權威，按照

《基本法》辦事。如今，俞正聲主席再次明確，強調香

港不能脫離法治軌道，堅持依法治港是「總方針」，強

調尊重《基本法》是「香港最重要的一件事」。這充分

顯示，中央「依法治港」的方針是一以貫之的。

香港是法治社會，尊重法治、依法辦事是香港社會最

重要的核心價值觀，也是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

依法辦事不僅要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得到體現，

在討論政改、邁向普選的重大問題上，更要嚴格依法辦

事，彰顯法治精神。《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已

經鋪設香港走向普選的法治軌道，推進普選決不能「脫

軌」，不能違背《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另起爐灶。否則，只會阻礙普選的順利推進。中央領

導人一再強調講法治，是抓住了香港社會的關鍵所在。

二、奮發提高競爭力 解決經濟發展問題

香港深層次矛盾難以化解，競爭優勢日漸弱化，成為

社會關注的焦點。尤其是上海自貿區的設立，更觸動香

港社會的神經，不少港人更憂慮，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貿易中心的地位會否受到衝擊動搖。對此，俞正聲

鼓勵，香港必須奮發提高競爭力，解決自己基本的經濟

發展問題。

香港回歸祖國16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社

會各界齊心協力，不斷戰勝發展道路上的種種困難和挑

戰，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保持了繁榮穩定的良好發

展局面。與此同時，香港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目前的發

展正處於「樽頸位」，一方面內耗太多和政爭不斷，難

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另一方

面，外部競爭日益激烈，上海、廣東、新加坡的發展後

勁也遠超香港。上海自貿區的設立，更反映競爭形勢逼

人。這也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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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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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保持經濟

持續發展，香港必須謀劃長遠，制定提升創新競爭力的

完整的策略和周詳計劃，大力投放資源，統籌規劃整體

發展。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與其擔憂被別人超過，不

如自強不息，奮起直追，努力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日

前，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一個論壇上致辭時，再次善意

提醒香港應謀劃長遠提升創新競爭力。香港各界應團結

一致，排除各種干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把

握國家經濟增長進入「第二季」的大好機遇，鞏固強化

本身的特殊優勢，在國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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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堅定不移「挺梁」 維護香港和國家利益

俞正聲希望香港各界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及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中央領導人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立場是

一貫和堅定不移的。香港正處於競爭優勢弱化、深層次

矛盾顯現的關鍵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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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香

港政治鬥爭形勢複雜，本港反對派與外部勢力裡應外

合，掀起一波波「倒梁」攻勢，目的是要拖垮現屆特區

政府，阻攔「一國兩制」事業順利發展，損害的是香港

和國家的整體利益。在此關鍵時刻，本港社會各界更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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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祉和香港利益，也是有力地維護國家的利益。

四、培養青年愛國愛港 鞏固「一國兩制」事業

俞正聲提醒， 眼未來，要加快愛國愛港年輕人才培

養，為香港長期繁榮發展多作貢獻。年輕人是社會的未

來，培養大批愛國愛港年輕人是持續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人才保證。包括愛國愛

港社團在內的香港各界應加大力度培養愛國愛港年輕人

才，增強國情教育，開展兩地互動友好交流，推動香港

年輕一代更加了解熱愛國家和香港，更積極主動地支持

「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支持國家改革發展，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和國家的建設奉獻聰明才

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日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會見香港友好協進會訪

京團時，提出四點希望：一是希望社會各界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及擁護基本法；二是希望各

界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多做貢獻；三是支持特區政府及行政長官梁振英依法施政；四是強調要做

好青年工作。這四點希望是從「一國兩制」的大局 眼，對推動本港政制、經濟及民生等方面

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值得本港社會高度重視。我們應該認真落實俞正聲主席的四點希

望，尊重法治，依法辦事，提高競爭力，堅定不移「挺梁」，加快愛國愛港年輕人才培養，使正

面能量佔據主導力量。

落實俞正聲四點希望 使正面能量佔據主導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友好協進會秘書長

■盧文端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

施維爾干預本港普選的言論，向潛伏

的港英勢力吹響了進攻號角，不但暴

露英美勢力插手本港政制的圖謀，更

將一班潛伏在港的「親英勢力」以及

「戰略潛伏者」表露無遺。由李柱銘

護主心切的不堪面目，到李怡在昨日

《蘋果日報》社論中，要求英美令北京

付出「國際代價」的賣國嘴臉，都說明

了一個事實：他們的老闆並非香港人，

他們代表的是外國利益而非港人利益。

事件是一面照妖鏡，令外國勢力埋伏在

港的「戰略潛伏者」通通曝光。

港英在港佈下大批「戰略潛伏者」，

可以追溯至回歸前十多年的過渡期，當

時中英爭鬥不絕，及後英方意識到繼續

與中方對抗，在回歸後將會成為輸家，

於是改為表面合作，實質不斷扶植親英

勢力，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正為香港留下

了大批反對派政客。同時，港英亦在多

個重要部門佈下大量的「戰略潛伏

者」，其中最關鍵的部門有兩個：一是

政治部，二是廉政公署。隨 回歸臨

近，政治部轄下的情報部逐步解散，所

有機密資料被運到英國和澳洲，而廉署

便成為英國勢力的重要陣地，其中末代

港督彭定康的秘書就是廉署最重要的一

個委員會主席。回歸後隱藏 的「潛伏

者」，一直非常低調，只是默默收集各

種有利資料，在適當時候發出致命一

擊。

為了統籌這股勢力，港英政府在回歸

前特別成立了一個名為「香港2047」的

秘密組織，目的是協調回歸後的港英勢

力及「戰略潛伏者」，維護大英帝國長

遠利益。而這批「潛伏者」，在回歸前

後除了政府部門外，亦逐步滲入到政

黨、團體、司法界、商會、傳媒和大

學，當中不少人現在仍活躍於香港政商

界。他們一直由在港的軍情六處負責聯

絡和指揮，當中前港英布政司，軍情六

處資深「特工」霍德更是關鍵人物。而

軍情六處的香港分局，就設在英國駐港

總領事館內。

早前，陳方安生突然高調成立了一個

名為「香港2020」組織，據稱核心成員

就是來自「香港2047」，包括前港英政

府經濟司布簡瓊，她在港英時期一直是

陳方安生的頭號愛將及「英文文膽」，

在2009年公社兩黨發動「五區公投」期

間，更擔當陳方安生的私人智囊，負責

策劃有關政改的大型民意調查。又如香港民主促進

會副主席高德禮，是反對派金主之一，與海外的政

治人物與組織有十分緊密聯繫，在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2007年代表反對派參選特首期間，更擔任其選舉

委員會工作小組司庫，負責監察選舉開支的帳目。

他們與陳方安生、李柱銘、陳日君等，都是英國勢

力 面上的人物，而其他「見不得光」的「潛伏

者」，名單及檔案正收藏在香港的軍情六處分局。

這批人士一直受到英國政府的重點保護，避免暴

露於人前，留待在關鍵時候才會發動出來。第一次

全面動員是2003年廿三條一役，以法律界為主力；

第二次是否決政改一役；第三次是「五區公投」；

今次則是第四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過去每次戰役

之前，負責香港軍情六處事務的霍德都會以電盈董

事身份「剛巧」到香港，與反對派政黨密會，而負

責反對派民調的港大民研計劃總監鍾庭耀也多次成

為座上客。現在霍德已經退休了，英國派出級別更

高的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發施號令，

而且連基本的隱藏都懶得做了，說明英國政府打算

盡地一煲，將多年來積存的勢力一次過發動出來，

打一場奪取管治權大仗。話說回來，陳方安生以

「香港2047」的骨幹組成「香港2020」，時間較2047

年早上27年，似意味 外國勢力已經等不了2047

年，要提前在2020年就要放手一搏。

施
維
爾
吹
響
進
攻
號
角

令
港
英
潛
伏
勢
力
曝
光

卓
偉

中美設「遠見小組」
董建華認同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多個組織近
期死撐所謂「公民提名」，其中「學民思潮」因此
硬迫反對派多個政黨聯署支持，不過反對派對此未
有共識，民主黨、民協及工黨因而拒簽。而昨日有
反對派政黨公布的調查結果，亦發現他們口中大多
數市民認同的所謂「公民提名」，其實有逾三成人
(33.1%)不同意，逾一成人(13.5%)無意見，故會急忙
宣傳，希望拉攏更多人認同。

多數市民支持提委會提名

反對派近日不斷死撐所謂「公民提名」，並不斷
對外宣稱「公民提名」獲社會大多數人支持，但反
對派內未取得共識之餘，公民黨昨公布的調查結果
更發現，社會對「公民提名」亦有保留。公民黨9
月1日至10日期間，以電話隨機抽樣訪問1,117名登
記選民，發現有33.1%受訪者不同意「公民提名」，
13.5%無意見，53.4%認同。調查又發現，有41%受
訪者，同意以現時選委會方式，設提名委員會提名
下屆特首候選人，不同意的僅有37.5%，無意見的
佔21.5%；有27%受訪者，亦同意現時只有選委會
成員有權提名特首。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在記者會上聲稱，社會就「公
民提名」意見紛紜，但仍會支持有關方式，又稱會
加緊向市民宣傳。另外，該黨與「真普聯」將於下
周日舉辦政改研討會，應邀出席的包括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陳弘毅、「幫港出聲」發起人何濼生，及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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嫻姐重登超級議席榜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年度立法會

復會在即。香港研究協會公布最新立法會議員
表現評分民調結果顯示，受訪者對全體立法會
議員工作表現的評分為2.56分，較今年6月29至7
月5日微跌0.01分；在議員審議議案方面得2.31
分，錄得0.02分跌幅；監察政府方面則錄得0.05
分的升幅，得2.82分。

何俊仁涂謹申齊插水

調查機構於本月4日至12日成功訪問1,251名市
民，結果發現「超級區議員」方面，工聯會陳
婉嫻以3.06分重上榜首；民協馮檢基下跌0.06分
得2.93分，排名第二，其餘依次為民主黨涂謹
申、民建聯李慧 、民主黨何俊仁，分別有
2.88、2.68、2.62分，當中以何俊仁及涂謹申跌
幅最大，分別下跌0.20分及0.19分。

阿曾葉太列港島冠亞

針對地區直選議員評分，港島方面，頭三甲

排名依次為民建聯曾鈺成、新民黨葉劉淑儀及

工黨何秀蘭，分別錄得3.43、3.40及2.98分；九

龍東方面，頭三甲排名依次是公民黨梁家傑、

民主黨胡志偉及謝偉俊，有2.95、2.69、2.40

分；九龍西方面，公民黨毛孟靜以3.24分繼續蟬

聯榜首，其次為黃毓民及民主黨黃碧雲。

新界東方面，以公民黨湯家驊、工黨張超

雄、自由黨田北俊位列頭三位，分別得2.9、

2.82、2.81分；至於新界西，街工梁耀忠、新民

黨田北辰及民建聯譚耀宗位列三甲，得3.07、

2.91、2.90分。

綜觀評分變化，35位直選議員中，17位錄得

下跌，16位錄得上升，2人沒有變化，當中以民

建聯梁志祥升幅最大，上升0.29分至2.36分，至

於民主黨劉慧卿則錄得最大跌幅，大跌0.64分至

2.55分。

劉江華將向聯國介紹港兒童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兒童為社會的

未來主人翁，必須讓兒童能夠在一個安全、健
康的環境下成長。為使社會更進一步關注兒童
權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下周一，推出一段
宣傳短片。據悉，該短片以直接及平實的手
法，由不同國籍的年輕人，直接帶出關注兒童
權利的訊息，當中更邀請了母親級明星關詠荷
擔任聲音旁述，雖然她免費相助，亦很認真，
在錄音前預先把稿帶回家練習。

關詠荷免費助拍宣傳片
在練習期間，關詠荷亦有意外的收穫，事緣

為她的囡囡，聽見媽媽不斷朗讀，好奇問個究
竟，當關詠荷詳細解釋後，就恍然大悟地說：

「哦！原來我有咁多權利！」短片未正式出街，
已經引起了一定的效用了。

另外，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領
軍」，將於本月26日(下周四)，以中國代表團成員
身份出席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審議會，向委員
會介紹中國按照《兒童權利公約》提交的第三及
第四份合併報告內，有關香港特區的內容，並解
答委員會就《公約》在香港實施情況的提問，代
表團成員還包括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律政
司、入境事務處和社會福利署的代表。

納兩國前政要與高級專家

報告指出，當今世界和平、繁榮
及相互依賴已達到前所未有的程
度，若中美兩國不持續開展相互合
作，過去的成果和未來的進步便會
受到日漸顯現的挑戰所威脅，這些
挑戰包括：重新思考全球一體化、
增強及重新平衡全球經濟、確保資
源安全、在緩解與適應氣候變化及
控制方面進行合作。

超越現況需兩國持續承諾

儘管報告堅信中美兩國沒有必要重
複大國衝突歷史，然而報告作者仍然
擔心太平洋兩岸之衝突將無可避免地
存在，建議由中美兩國高級別的非政
府專家及前政要組成聯合「遠見小
組」，以輔助現有機制，化解兩國之
間的分歧及應對長期挑戰。

然而，重大的全球問題仍然至關

重要，兩國不能將解決雙邊爭議，
置於重大全球問題的合作之上，要
超越當前狀況，實有賴兩國領導人
持續作出承諾方可達成。

李肇星崔天凱等赴發布會

當日出席發布會的嘉賓還包括前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史蒂芬．哈德利

（Stephen J. Hadley），前美國國家安
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大西洋理事會總裁兼首
席 執 行 官 弗 雷 德 里 克 ． 坎 普

（Frederick Kempe），前中國外交部
部長、中國公共外交協會會長李肇
星，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及中國
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阮宗澤。

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交流基金會」創

會主席、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17日在美國華盛頓出席由中美交流基金

會資助，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和美國

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共同發

布的《中美合作：全球未來的關鍵》報

告發布會。該報告提議建立由兩國資深

的非政府專家及前政要組成聯合「遠見

小組」（Vision Group），共同應對21世紀

的全球關鍵挑戰。董建華致辭時表示，

報告對發展中美關係作出可行的建議，

他強調，從多邊及雙邊關係的角度上，

中美兩國應加快共同合作，令兩國關係

進一步提升。

■公民黨的民調顯示逾三成市民反對「公民提

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左起：董建華、史蒂芬．哈德利、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李肇星、崔

天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