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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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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台研所王建民 批民進黨挺「佔中」辱民主
任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台灣民進黨昨
日公開聲援香港反對派舉行的所謂「佔中公投」，聲
稱該行為和平、理性追求民主。中國社科院台研所研
究員王建民昨日接受本報採訪時，痛斥民進黨之舉，
稱民進黨以自己的非法行為，支持香港反對派和「佔
中」勢力的非法行為是對民主的侮辱，民進黨的本意
就是不希望「一國兩制」在港成功，他並認為這種所
謂的聲援，不可能改變香港主流民意。
據中央社報道稱，台灣民進黨昨日隔海聲援正在進
行的香港所謂「佔中公投」，民進黨將「佔中公投」
稱為是香港民眾對民主與改革熱切期盼。民進黨中國

事務部主任趙天麟透過新聞稿表示，「這是香港人民
的勝利，無論最終公投結果為何，香港民眾透過和
平、理性的方式表達主張，其結果應該要被尊重。」
趙天麟表示，民進黨「支持並聲援香港人民對民主化
的追求」，又聲稱「香港政府及北京應尊重『佔中公
投』所彰顯的民意，並回應香港民眾對於落實真普選
的訴求」。

反對派與民進黨沆瀣一氣
對此，王建民指出，民進黨支持香港反對派和「佔中」
勢力都是可預料的，因為「反對中華民族統一」和「台獨」

是民進黨一貫立場，如果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對民進黨
搞分裂和「台獨」會造成很大壓力，所以民進黨會支持所
有破壞「一國兩制」的任何行為，任何與中央對抗阻擾香
港順利發展的行動都會支持。

以違法行為支持港非法活動
王建民分析指，實際上，這麼多年來，香港反對派
與台灣民進黨沆瀣一氣，多年來一直相互合作，相互
支持，站在同一條戰線上。這位專家肯定地說，但是
這種支持並不能改變香港的主流民意，也不能改變整
個中華民族對香港社會政治穩定的維護。

民進黨將「佔中公投」的違法行為，說成是「合
法、理性、追求民主」，王建民對此不表認同。他指
出，民進黨在台灣搞的所謂追求民主的活動，從過去
到現在一直都是非法的，他們現在還以自己的違法行
為來支持香港的非法活動，可以說是對「民主」最大
的侮辱。他說，民進黨自以為是推動「民主」恰恰正
是台灣衰落的開始。

違法推動民主必失敗不可取
王建民認為，台灣民進黨與香港反對派都應該有所反
省。他說，任何違背憲法和法律制度所推動的民主，都是
失敗的，不可取的，民主要漸進的民主，要在憲法法律制
度下推進，而不是以少數人個人利益。「香港反對派搞『佔
中公投』是為了香港的發展嗎？顯然不是，他們只是為了
自己的個人利益。」王建民說。

港政局恐蠶食中央信心
憂減依賴港助內地金融「走出去」削香江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昨日發布
新書，指出如何提升香港國際金融功能，讓香港在內地金融開放大
潮中早着先機，避免香港中介人角色邊緣化，是特區政府目前面對
的嚴峻問題。他認為香港應維持基本法規定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但須提防香港政局發展蠶食中央領導人對香港的信心，令中央避免
過分依賴香港為內地金融活動「走出去」，削弱香港競爭力。

任志剛退休後首度出版新書《居安
思危》，結集其在任時每周在金

管局網站撰寫《觀點》專欄的文章，並
撰寫新文章審視當年制定財金政策，如
聯繫匯率的得失，以及前瞻香港、內地
以至環球的金融形勢。

力保中介人 助內地接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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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解釋清楚政策背後理論
任志剛在書中又提到特區政府施政表
現。他說，政府制定政策，應有理論基
礎作為依據，並有必要向公眾清楚解
釋。
他指出，市民的期望已經改變，聲音
變得重要及比以前響亮，政府需要採取
有別於過去聆聽及回應方式，以表達對
市民的關注，並加快作出有關決定。現
時環境複雜，真正的問題容易被擾亂及
變得模糊，更加需要清晰向大眾表達及
公開政策背後的理論基礎，並透過資訊
科技或其他有效率的途徑，傳遞重要訊
息，誘發深層次討論。
他在書中回顧1976年協助當時的財政
司夏鼎基，制訂預算案資料時，夏鼎基
會花時間描述和解釋政策背後的理念，
並有豐富的理論基礎，大大提升了政策
的公信力及認受性，即使政策偶爾會令
社會承受一些痛楚，但也得到市民支
持，政策朝令夕改在當時是聞所未聞的
事。

免政策頻失誤削管治威信
任志剛續稱，內地政策機構在貨幣及
金融政策方面的理論基礎，提出政策背
後的理據，似乎與老百姓的溝通越趨頻
密，與此同時，香港亦有需要鞏固及強
化政策制訂背後的理論基礎，以免出現
頻繁的政策失誤，削弱管治威信及將香
港推進危險的民粹主義。

曾鈺成：白皮書讓政改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國務院近日發表白
皮書總結「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情況，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昨日表示，「一國兩制」中的高度自治，並非香
港在國防和外交以外，便可「話晒事」，白皮書重申
香港所享有的權力是由中央授權，可令政改討論重回
正軌。

國防外交以外 港非「話晒事」
白皮書提到一些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
認識模糊，理解片面。曾鈺成日前接受傳媒專訪時說，
最多人有關「一國兩制」的誤解是高度自治，以為除了

涉及國防、外交事務，香港在其他事情都可「話晒
事」，包括如何產生特首和立法會。他指出，政改進入
關鍵階段，有需要釐清香港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有多
高。香港高度自治權的「高度」，在起草基本法時已引
來討論，中央官員當時已表明，香港所享有的權力是由
中央授權，白皮書指中央完全擁有香港的管治權，不過
通過基本法，將部分權力下放予香港特區，只是重申這
個立場。

「兩制」不能衝擊「一國」
至於白皮書強調「兩制」是在「一國」之內，曾鈺成

認為外界要討論「一國」和「兩制」的高低先後，抽象
上來說意義不大，因為「一國」和「兩制」都同樣重
要，兩者互相保障。「是先有一個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而中央的政策，容許
香港保留原有的制度，這就是『一國兩制』。『兩制』
是不能在任何情況下衝擊到『一國』的。」
曾鈺成又說，外國勢力干擾「一國兩制」，相信白皮
書提出相關觀點必然有其原因。他補充，世界上是否所
有國家都願意見到中國崛起存在疑問，要防範外部勢力
入侵，香港人便要堅守基本法，防止被利用去妨礙國家
穩定發展。

盛智文籲「佔中」者與政府商「拆彈」 黃建業：美聯備應變措施防「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即將
卸任的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於昨日
傳媒聚餐中表示，即使離任亦願擔
任海洋公園名譽顧問，並相信未能
續任不涉及政治。對於中央政府早
前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引
起社會激烈討論，他認為中央對港
承諾並無改變，並表示「佔中」人
士應與政府坐下商討，共同找出解
決方法，否則全香港人都會是輸
家。

不獲續任非政治決定
盛智文昨坦言，對離任感到傷
感。對於有社會人士認為政府不讓
其續任涉及政治原因，他則認為，
不獲續任不是政治決定。「我了解
政府的難處，亦理解政府內部運
作。當政府提出讓我擔任海洋公園

名譽顧問時，讓我繼續跟進已進行
的計劃及建設時，我亦十分樂
意。」
盛智文稱，只想見到香港人開
心，不希望見到示威及不想見到港
人面對眾多問題。他表示，支持及
愛護香港，無論誰在任，只要令香
港成為一個更好的地方，他都會支
持。
對於中央政府早前所發表的白皮
書，引發社會激烈討論，他認為白
皮書內容對「一國兩制」在港實行
並沒有任何改變。
盛智文又表示，發起「佔中」人
士應與政府坐下商討解決方案，並
放下「誰是輸家，誰是贏家」的想
法，找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解決
方案，「否則全香港人都會成為輸
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美聯集團
主席及非執行董事黃建業昨日表示，他個人
反對「佔領中環」，認為會損害香港的經濟
發展。
黃建業又稱，公司已準備一套應變措施，
若中環真的出現混亂，美聯會把中環總部的
同事分散到旺角、金鐘及長沙灣分部，必要
時同事亦可於家中透過互聯網上班。他又
稱，自己不可以阻止員工「佔中」，但一定
不會允許美聯員工在上班時間參與 「佔
中」。

■梁振英接受「路訊網」訪問，暢談上任兩年的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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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政改利港長遠利益

任志剛在序言中提到，香港的重點應
繼續維持基本法所規定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但香港的決策當局目前面對的嚴
峻問題，是如何提升香港作為中國的國
際金融中心的功能，為內地與全球各地
之間的國際金融活動，在香港建立臨界
程度的規模，使香港可以早着先機，以
免內地進一步金融開放後，與全球各地
之間逐漸實現直接聯繫，使香港中介人
的角色被邊緣化。
任志剛續指，對香港來說，這顯然不
是香港一方可以決定的問題，更重要是
國家領導人，包括貨幣及金融管理機構
的首長，是否希望如此發揮香港的作
用。
他表示，內地成立上海自貿區，以及
與海外地區建立更多人民幣境外結算中
心等舉措，這無可厚非，中央亦曾多番
安撫港人，但亦間接削弱了香港的競爭
優勢。
他認為，金融政治十分複雜，尤其在
「一國兩制」下的金融政治，「或許是
香港的政局發展正蠶食領導人對香港的
信心，致使他們避免過分依賴香港，作
為內地進行國際金融活動的地方」，他

希望不是這樣，否則便十分可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
年 7 月 1 日除了是香港回歸 17 周年紀
念日，亦是特首梁振英就任兩周年的
日子。梁振英接受「路訊網」訪問，
暢談上任兩年的感受。對於近期熱議
的政制問題，梁振英指，社會重視政
改是好事，強調「到最後無論是什麼
意願都好，到最後的方案都希望大家
能支持。因為定出來的方案，一定是
為香港長遠及整體的利益」。

社會心平氣和始能做事

「路訊網」昨日起，連續一星期播
放有關訪問內容，在短短五分鐘的第
一節訪問中，梁振英被問到兩年來工
作是否比預期中難。他直言，參選前
已表明要「迎難而上」，更說：「因
為難所以才參與競選，希望可與社會
同心做事。」又指過去兩年有成效可
見。
主持人又問到近日香港天氣較熱，
梁振英就笑言最重要是心平氣和，更
引申指社會最重要心平氣和就能做到
事：「和和平平一起做事、社會要靜
下來先可以做事。」
談到近期熱議的政制問題，梁振英
形容，社會重視政改是好事，強調
「到最後無論是什麼意願都好，到最
後的方案都希望大家能支持。因為定
出來的方案，一定是為香港長遠及整
體的利益。更重要是符合基本法，符
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盼「一步步紓緩」貧窮問題

節目上，主持又問到梁振英在扶貧
工作的未來計劃，梁振英強調，特區
政府會處理扶貧問題，扶貧委員會早
前委託港大教授周永新研究的退休保
障問題將會有建議。他續說，政府未
來在扶窮等民生措施繼續做到「長遠
及全面」，又指出過去不碰的「貧窮
線」，今屆政府亦落實了，另外還有
長者津貼、低收入家庭津貼等「開了
頭」的政策，望「一步步紓緩」香港
的貧窮問題。

港澳研究會明再論白皮書

強烈反對削個人遊名額

■黃建業昨表示，他個人反對「佔中」，認
為會損害香港的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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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強烈反對削減內地居民來港個人遊的
名額。他稱，不少內地客到外國掃貨都獲禮
貌對待，如今香港人卻拒絕自己同胞來香
港，已引起內地人反感，不少內地富豪已轉
戰海外買名牌、買樓，實在令人感慨。他舉

例指，他私人投資於灣仔駱克道的三星級酒
店，近期因內地旅客減少而令房價明顯回
落，他私人持有的旺區舖位亦放租多時未能
租出，相信若此情況持續，對各行各業都會
有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港澳研究
會宣布，將於星期三（明天）下午在北京大學舉
行第二場「一國兩制」白皮書座談會。今次研討
會主要研討中央與特區關係等政治法律議題。主
持或主講成員，包括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北
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
中心主任齊鵬飛，以及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全國港澳研究會早前在港首次舉辦「香港經濟
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會，研究會會長陳
佐洱更專程來港出席，與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
在研討會上致辭。據內地傳媒報道，研討會是配
合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舉辦的重要
活動，重點關注白皮書相關內容，亦會討論香港
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面臨的挑戰、全球經
濟競爭及國家發展趨勢對香港的影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