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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前日發表公開演說，再次赤裸

裸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歡

欣鼓舞、心領神會，翌日頭版頭條報道「新任美總領事

夏千福：繼續為普選發聲」：「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

在北京官員和本地左派連月炮轟後，昨發表上任後首個

公開演講，繼續力撐香港落實真普選，認為『能加強香

港政府的執政能力』，又反駁中方指他干預香港內政的

指控，企硬表明美國政府永遠支持核心民主價值觀，美

國政府未來會繼續就香港普選問題發聲。」反對派喉舌

指夏千福「反駁中方」、「企硬」、「繼續為普選發

聲」，說明夏千福並沒有「言論軟化」，而是更加強硬、

囂張和險惡。

實質內涵更加充滿殺機

今年7月底履任的夏千福來港後動作多多，作風外

向，除了經常落區行街，還頻頻約晤各政黨代表，一是

就「倒梁」密謀劃策，二是就政改「收風」，明確發出

操控反對派政黨企硬「真普選」方案，要反對派「入閘」

的訊號。針對夏千福赤裸裸干涉中國主權和香港事務的

行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8月26日當面警告夏千福

不要干涉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夏千福當然知道宋哲當面

警告他的份量，因此他在前天的演講和接受記者採訪

時，虛晃一槍說了幾句門面話，但實質內涵更加充滿殺

機。

有人卻被夏千福虛晃一槍所迷惑，稱夏千福言論軟

化，十分謹言，主動釋出善意，為近期點起的火頭降

溫。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天回應夏千福有關香港普

選的演說，有力地澄清了夏千福施放的迷霧，說明了夏

千福並非言論軟化而是更加險惡。

「真普選」意欲何為

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對香港政制發展問題說三

道四，但夏千福的演說卻以四分一篇幅對香港政制發展

問題說三道四，指手畫腳，其間更多達3次提到「符合

國際標準的真普選」，並具體指民主的一個基本準則，

就是人民對自己採用的政治制度擁有「最終發言權」，

又聲言美國會對涉及該國「核心價值」的事件繼續表

態。

「真普選」是香港反對派的政治術語，其涵義是對抗

《基本法》和人大《決定》關於香港普選的規定，另搞

一套奪取管治權的方案。夏千福在演說中多次提到所謂

「真普選」，顯然是與香港的反對派相呼應。

所謂「最終發言權」煽動「港獨」

夏千福罔顧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有憲制主導權，並

指民主的一個基本準則就是人民對自己採用的政治制

度擁有「最終發言權」。所謂「最終發言權」，是變相

煽動「香港自決」，變相煽動「港獨」。夏千福在台灣

工作期間，就對當時台灣發生的一系列奪權及政治鬥

爭，尤其是李登輝在民進黨支持及協助下進行「修

憲」，以「推動民主化」為名，行「去中國化」的

「台獨」為實而進行觀點提煉，總結出「寧靜革命」

概念。美國國務院將他調來香港任職，要他運用台灣

「寧靜革命」搞「台獨」的經驗，推廣到香港特首普

選中去的意圖十分明顯。夏千福所謂「最終發言權」

，完全是販賣台灣「寧靜革命」搞「台獨」的那一

套，煽動「港獨」昭然若揭。

險惡用心不可能實現

夏千福聲稱，美國有權選擇評論認為重要的事，聲言

倘有關事件影響美國利益，或觸及美國核心價值，美國

會「毫不猶豫」作出「評論」，

以後亦會這樣做。請問：香港普

選干美國甚麼事？夏千福所言是赤

裸裸地干預中國主權和香港事務的行

徑，完全是霸權主義邏輯。眾所周知，近年西亞北非的

大動盪，就是美國以「影響美國利益或核心價值」為藉

口策動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和大中東計劃（Greater

Middle East），更換一個個親美政權，結果是使該地區的

政治經濟局勢處於極度混亂動盪狀態，老百姓的生活處

於極端動盪之中，人民的生活、生命、財產的基本人權

都得不到保障。但是，中國的香港不是西亞北非，夏千

福的險惡用心不可能得逞。

愛國愛港陣營人士紛紛指出，夏千福多次在香港政制

發展問題上說三道四，極為不當，不符其外交人員身

份，其中更多次使用了反對派所用的「真普選」，令人

質疑雙方是在暗通款曲，試圖在政改問題「裡應外

合」；又指出美國不斷想將香港變成獨立國家，但香港

是中國一部分，雖然擁有「高度自治權」，但並無實際

憲制決定權，香港必須遵守《基本法》的憲制。愛國愛

港陣營人士指出，相信中央政府再次發聲警告夏千福，

是要確保外國勢力不要再在香港內政上指手畫腳，帶來

破壞，否則中央政府就要「請」夏千福離開香港。這充

分顯示，愛國愛港陣營對夏千福並非言論軟化而是更加

險惡是看得十分清楚的。夏千福虛晃一槍的雕蟲小技，

騙不了人。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當面警告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不要干涉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夏千

福在前天的演講和接受記者採訪時，虛晃一槍說了幾句門面話，讓人以為其「言論軟化，十

分謹言，主動釋出善意」，但其講話的實質內涵更加充滿殺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天

回應夏千福前天有關香港普選的演說，強調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是中國的內政，

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對此說三道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對他再次

予以當頭棒喝，有力地澄清了夏千福施放的迷霧，有助香港社會各界警惕和抵制美國對香港

普選的干擾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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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指特區政府為處理即將展

開的政改諮詢，將再次成立「政制

發展專責小組」，由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領導，組員包括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及特首辦主任邱騰華。由政務司

司長負責政改諮詢工作本屬慣例，

在前兩次政改方案都是如此安排。

然而，《蘋果日報》昨日竟指由林

鄭月娥負責政改工作，是中央要

「架空」梁振英，反映中央有所謂

「Plan B」甚至是「Plan C」云云，然

後還捏造出梁振英知道「北大人心

意」，所以「專注做離岸特首就算」

的假新聞。《蘋果》不斷以種種穿

鑿附會的謠言攻擊梁振英及特區政

府，不但毫無新聞操守，更說明其

「倒梁」已經倒昏了腦，甚麼新聞題

材都可以與「倒梁」掛 ，名副其

實是患了「倒梁妄想症」。

《蘋果》抓 林鄭主理政改諮詢

大造文章，明顯是捉錯用神，原因

是推動政改本來就是政務司司長的

主要工作之一。前特首董建華在

2004年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就是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領

導，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和政制事務

局局長林瑞麟都是成員。及至曾蔭

權擔任特首期間，推動政改的工作

則交到時任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身

上，並由唐英年擔任策發會政制發

展專題小組的召集人，這些都說明

由政務司司長負責政改工作是特區

政府一貫的做法，這次沿用慣例，

並沒有可質疑或可供聯想之處。當

然，特首是特區政府的最高負責

人，梁振英自然肩負主持大局的重

任，但具體如何分工卻可根據實際

的工作需要而定，與甚麼「架空」

權力、「不信任特首」等說法風馬

牛不相及。《蘋果》連基本事實都

弄錯，謠言當新聞，主觀想法當作

客觀現實，意圖貶低梁振英在政改

上的作用，結果卻大出洋相。

事實上，《蘋果》近期大力炒作所

謂「Plan B」、「Plan C」，不斷散播謠

言指中央不滿意梁振英表現，並且準

備了後備計劃，在適當時候將會取而

代之云云，繼而借反對派人士之口「出口轉內銷」，

將謠言當作新聞報道處理，完全是一套自編自導的

「倒梁」鬧劇。然而，《蘋果》的造謠卻經不起事實

的檢驗，近日中央領導人先後表達對梁振英工作的認

同和支持：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希望各界支持特區政

府及行政長官梁振英依法施政；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

會見高級公務員訪京團時，要求公務員團隊堅定支持

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施政；前日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會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時，也再一次重申中央會

繼續堅定不移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各副局長和政助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是

應有之義。中央連番發表支持梁振英的言論，顯示對

其工作的高度肯定，粉碎了反對派的「倒梁」謠言和

圖謀，《蘋果》所謂「Plan B」論更加不攻自破。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中

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信任度均較3個月前大幅上升，

其中，受訪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度更飆升12%，

說明特區政府施政儘管受到反對派的政治化干擾，

面對《蘋果》無日無之的造謠抹黑，但依然憑 有

效的施政和扎實的工作得到市民認同。市民逐步分

享到政策帶來的實惠，對於梁振英的工作愈趨支

持，加上中央的堅定支持，反對派及《蘋果》的謠

言不但影響不了主流民意，反而將其罔顧傳媒操

守，「反梁」反昏了腦的本質暴露於人前。難怪有

網民說，《蘋果》已經變成另一份《大紀元時報》，

除了天氣預告和電視節目表之外，其他都可能是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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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記流動服務車
「捐窿捐罅」幫街坊

李慧 張國鈞陳勇等揭幕
民建聯昨日在維園舉行流動服務車揭幕儀式，副主

席張國鈞、陳勇，秘書長陳學鋒、副秘書長葉傲冬、
南區支部主席楊位款等中委會成員到場，有份捐款的
國基集團董事長朱國基獲邀擔任特別嘉賓，齊為服務
車揭幕。

上年度處理近50,000個案

李慧 表示，民建聯自1992年成立以來，由1992年

年底只得4個支部辦事處，擴展至今日在全港18區195
個地點設222個聯絡點，包括支部辦事處及議員辦事
處。在2011年至2012年度，該黨已處理超過48,767宗
個案，「我們透過這些聯絡點，緊密聯繫市民，除了
為市民爭取合理權益，改善社區環境，而透過辦事處
網絡，我們可以快速而且有效地，聆聽了解市民對公
共政策的意見」。

稅務法律中醫服務盡包羅

她續說，民建聯會繼續積極聆聽市民意見，提供支
援。是次添置的新流動服務車，是民建聯第二百二十
三個聯絡點，可將該黨的優質服務推廣至全港各個大
區、小區，為居住在未設有該黨辦事處的地方的市民

提供服務。
身兼民建聯專業事務委員會主席的張國鈞則表示，

委員會有700多名醫生、會計師等各界專業人士，他
們一向熱心於利用專業知識回饋社會，而流動服務車
的添置，可提供一個機動平台，走訪交通不便或較少
前往的地方。他並預告，明年4月的報稅高峰期，會
計師團隊將會乘坐流動服務車出動，為區內街坊提供
稅務諮詢，亦會提供法律、中醫及物理治療等服務，
「一方面市民將可以得到更為『到肉』的服務，另一
方面可以打破區域的限制，讓專業人士每趟走2區至3
區，節省時間及提高效率，鼓勵他們更多參與社會服
務的工作」。
啟動禮完畢後，李慧 立即隨車到元朗會見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在8
月、9月內三度落區聆聽民意，零距離與巿民交流，令
其民望上升。根據香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受訪巿民對梁振英的整體滿意度為2.55分，
較7月的調查上升0.02分，而10項具體項目的滿意度有9
項上升，其中最高分的是維護國家與本港利益方面的
表現，有2.85分。協會認為，梁振英的整體滿意度評分
回穩，多項滿意度錄得升幅，與其最近落區有關。

10項表現滿意度升9項

香港研究協會於9月17日至22日電話訪問1,194名18
歲或以上市民，以1分為非常不滿意，3分為一般，5
分為非常滿意，發現受訪者對梁振英的最新整體滿意
度為2.55分，較7月調查微升0.02分。在10項表現的滿
意度評分中，有9項錄得升幅，餘下1項評分則維持在
7月水平。

市民最滿意護兩地利益

在10項具體表現的滿意度評分中，受訪者最滿意梁
振英在維護國家與本港利益方面的表現，平均分有

2.85分，較兩個月前上升0.08分；其次為處事果斷，
有2.64分，比上次調查上升0.1分，為是次調查錄得的
最大升幅；第三是全方位發展經濟，有2.59分，上升
0.07分。梁振英在推動民主政制發展、誠信兩方面錄
得比較明顯的升幅，前者的滿意度評分為2.31分，上
升0.06分；誠信則為2.29分，上升0.07分。
調查又問及受訪者對經濟前景的信心，發現有22%

認為本港目前經濟狀況「非常好」及「頗好」，「一
般」的佔42%，「頗差」及「非常差」的則共佔
34%，與上次調查相若。對於本港未來1年經濟狀
況，11%受訪者相信會「變好」，認為會「變差」的
佔33%，「差不多」的則佔46%。「香港經濟展望指
數（變好減變差）」則上升3點至負22的水平，顯示市
民對經濟前景的信心繼續在低位徘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全港各區

擁有多達222個支部及聯絡點的民建聯，昨日

再獻新猷，宣布添置一輛流動服務車，專門

行走大街小巷，為居住於未設有辦事處地方

的市民提供服務。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

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表示，流動服務車

可打破區域界限，擴展民建聯的地區工作，

笑言地區辦事處已成為不少市民的聚腳點，

經特別改裝座位、提供舒適環境的服務車，

將會更受歡迎。

鴿黨下月晚宴 唐唐紅酒助吸水

特首勤落區民望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將於10
月4日舉行19周年黨慶籌款晚宴。民主黨籌款委
員會主席李華明昨日在記者會上稱，全國政協
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已承諾捐出多枝紅
酒拍賣籌款，並期望全晚可籌得200萬元。
今年是民主黨成立19周年，重頭戲是10月4日

的酒會及籌款晚宴。李華明表示，晚宴會筵開
50圍，目前已經全部賣出，最貴的3萬元 都賣
了超過20圍，預料會再擺多幾圍，期望能籌得
200萬元，而該黨全年籌款目標金額是1,000萬
元。
被問到有甚麼「吸金」撒手 時，他透露該黨

主席劉慧卿，及議員何俊仁、胡志偉、黃碧雲拍
攝了一些惡搞經典廣告的短片，保證大家「笑到
碌地」，有「政壇技安」之稱的前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周一嶽也會獻唱經典英文歌《Impossible
Dream》。當晚並會拍賣由唐英年捐出的13枝珍藏

紅酒，其中一枝是2004年的Romané e-Conti，據說
巿值約10多萬元。其他拍賣品則有前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鄭汝樺的墨寶，題字正是她退休時自況的
詩句「雲在青天水在瓶」，何俊仁則捐出藝術家
黃永玉的《花島》真跡。

未邀特首中聯辦

在籌款晚宴前，他們會設雞尾酒會，李華明
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已答應出席，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則「拍心口」
說會與副局長陸恭蕙、政治助理區詠芷「總動
員」出席。不過，酒會並沒有邀請行政長官梁
振英、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理由是民主黨曾在立法會投票支持有關3人
的不信任或下台動議，邀請他們出席會造成尷
尬。被問及有否邀請中聯辦官員，他則稱，該
黨邀請了各國領事，但並無邀請中聯辦官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悠長假期即將
完結，反對派「飯盒會」將於明日復會。擔任今個立法
年度「飯盒會」召集人的民協議員馮檢基，昨日與傳媒
茶敘時稱，反對派復會的首次工作是重新「搶位」。
立法會復會後，將重選各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馮

檢基昨日聲稱，反對派的首要工作，是搶攻在上一個
立法年度因未能達成協調而「失去」的事務委員會主
席職位，包括由劉慧卿再爭財委會主席，公民黨郭榮
鏗主攻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莫乃光會搶佔資
訊科技委員會主席等。
馮檢基又談到未來1年的工作，稱要團結27名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做好「把關」，力爭立法會通過「真普選」
方案。被問及如何團結4名激進派議員時，他直言自己
並無良方，只稱最重要的是大家願意「傾」，「民協都

主動放下選舉時與其他黨派的牙齒印。大家企硬係傾唔到
」。對於一旦反對派提出請辭再來一次「變相公投」，身為

「超級區議員」的他是否「責無旁貸」時，馮檢基則稱，反對
派3名「超級區議員」都有責任，而最終誰人負責，就需要討
論並評估誰最有實力可「重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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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獲朱國基贊助，添置第一架流動服務車，李

慧 、張國鈞、陳勇等主持啟動儀式。 莫雪芝攝

■流動服務車經改裝後，座位呈L形排列，方便與市

民傾談。 莫雪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