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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北京會見工聯
會訪京團時表示，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特首的核心
要素作出明確規定，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也為普選特
首奠定了憲制基礎。這是人大作出決定後，主管港澳
事務的中央領導人第一次就香港普選問題發表談話，
值得香港各界高度重視。張德江對順利落實普選表示
樂觀態度，實際上表達了中央對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
殷切期盼，顯示了中央的誠意和善意，對期待「一人
一票」選特首的香港市民無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張
德江強調人大決定不可撼動，更是顯示了中央依法落
實普選的決心。反對派須放棄不切實際幻想，回到基
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正軌，積極參與政改討論，為落實
普選作出理性務實的選擇。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
關，履行憲制責任，果斷地就特首普選的核心問題作
出決定，是對歷史負責、對香港負責的表現。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構成香港政制發展的憲制性依據，是香港
普選必須遵循的唯一的法律根據。尊重和維護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是香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應
有之義，也是順利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所在。香港各
界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在正確的軌道上
實現普選，共同譜寫香港民主發展的新篇章。

落實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是中央和香港市
民的共同期盼。張德江委員長在會見中表示，對香港

落實普選持樂觀態度。此次人大決定，中央事前廣泛
聽取香港各界意見，考慮到香港發展現狀，經過認真
討論，反覆研究，鄭重作出決定。可以說，人大決定
是按照法定程序確定的，是一個合情、合理、合法的
方案，體現了中央依照基本法、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民
主發展的決心、誠意和善意，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
民主權利。因此，人大決定獲得香港主流民意的支
持。多個民意調查均顯示，市民普遍接受人大決定，
期待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人們有理由對順利落
實普選持樂觀態度。

張德江委員長還強調，人大常委會對政改作出的決
定，具有最高法律地位，不可撼動。人大決定公佈
後，本港反對派企圖透過「佔中」、罷課等激烈行
動，威逼中央「收回成命」。張德江的講話表明，中
央按基本法落實普選的決心不會動搖，在大是大非面
前不會退讓，反對派不要心存幻想。

值得留意的是，中央一再指出，反對派中有不少人
是愛國愛港的，希望他們以大局為重，通過政改方
案。人大決定為香港普選「開閘」，實際上也為反對
派創造了發展的空間。普選的成敗，反對派扮演着重
要角色。希望反對派中的有識之士，不要做扼殺普選
的歷史罪人，而應放下成見，求同存異，把握機遇，
在下一階段的政改諮詢中，與本港各界共同努力，實
現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目標。

人大決定不可撼 特首普選有希望
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剛過去的8月份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FDI)同比下降 14%，
跌至 72 億美元，數字創 2009 年 5 月以來
低位。消息引發內地A股急挫。事實上，
受人民幣升值和勞工成本上漲等因素影
響，外商直接投資減少屬正常現象。國
家近年銳意推動經濟改革，加大刺激內
需和發展高增值服務業的力度，以扭轉
以往偏重外來投資的經濟不平衡。在中
央調結構的大方向下，難免會出現「陣
痛」，但改革長遠將為中國經濟和A股帶
來巨大的推動作用，其成效正逐步展
現，投資者毋須對股票市場的短期波動
過度敏感。

中國被譽為「世界工廠」，大批外商早
年看準中國在勞工和資源等方面的低成本
優勢，紛紛來華設廠投資。近年隨着人民
幣持續上升，勞動力成本急增，加上原材
料價格上漲，以及通脹、環保要求和地價
攀升等因素影響下，逐漸改變了中國低成
本的產業定位，也令過去以低成本為招徠
的製造業受到一定影響。不少從事製造業
的外商面臨生產成本上升的壓力，因而減
少對中國的投資。

必須指出的是，中央大力調整產業結
構，近年服務業的投資表現更開始反超製
造業。今年以來，儘管外商投資減少，但
服務業利用外資金額一直在增加，顯示發
展重心由以往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經濟，
慢慢轉向講究成本效益的高增值產業。服
務業的壯大勢將成為中國經濟新一輪改革
的動力。況且，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有所下
降，但中國依然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吸引外
資的經濟體。自 1992 年起，中國更已連
續 22 年成為吸收外資最多的發展中國
家。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多次指出，中國經濟
在合理區間運行過程中出現短期波動難以
避免，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家內外經濟情況
複雜，另一方面是去年下半年基數比較
高，同比容易發生波動，只要保持宏觀政
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今年中國經濟主要
預期指標仍能完成。這說明，在經濟結構
調整過程中，吸收外資的數據在個別月份
出現波動實屬正常，不足以反映整體走
勢。只要經濟力保穩定，中國仍是大部分
企業看好的投資市場。

（相關新聞刊A7版）

外商投資雖降 改革長遠利好
A5 重要新聞

罷課集會須考慮9大事項
1.罷課的目的是讓子女參與集會
2.罷課及/或集會性質屬政治活動
3.集會所有舉辦者/機構的身份、名稱及法定地位
4.集會的合法性
5.集會是否已購買有效及足夠的保險
6.集會的規模、內容及時段
7.集會的安全度
8.集會屬有風險的活動
9.罷課及/或集會可能為子女帶來可預見或不可預見的風
險，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事情︰
a.受傷
b.誤墮法網，涉嫌觸犯刑事罪行
c.遭受學校處分
d.損失考試、測驗及/或學習分數

資料來源︰《中學生罷課風險同意通知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學民罷課「承諾書」瞞四大風險
陳曼琪發布「同意書」範本列受傷刑責可能 供家長學生參考三思「九大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中學生被煽動罷課離校集會是否只有影響出席率、損失

考試測驗分數、或因曠課被處分的風險呢？有見「學民思潮」的罷課「承諾書」的顧慮不

周，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昨日以個人身份，發布《中學生罷課風險同意通

知書》範本，送十八區校長聯會、家長教師會，及學校組織參考，其中列出罷課集會還有受

傷或誤墮法網等「四大風險」，希望家長或學生，不論最終是否參與罷課集會，必須先詳細

了解「九大事項」，三思而後行。

四團體周日集會挺人大決定 惠
譽
發
預
警
：「
港
獨
」
或
降
信
貸
評
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
對派聲稱最快下月一日「佔領中
環」。繼兩大評級機構標普及穆迪對
香港信貸評級發出預警後，惠譽日前
發表報告，維持香港「長期外幣發行
人違約評級」「AA+」評級，前景維
持「穩定」，但警告香港政治紛亂倘
大得會長線影響香港經濟增長前景，
「港獨」或會負面影響評級，但未有
詳細解釋降級的具體操作。
惠譽日前發表報告，雖然未有大幅

墨政治風險，但提到若香港「獨
立」或會觸發降級。惠譽在報告中，
維持香港「長期外幣發行人違約評
級」「AA+」評級，評級展望為「穩
定」。該行形容，有關決定是考慮到
本港經濟基礎穩健，境外淨資產為生
產總值的2.8倍，並且於過去10年錄
得財政盈餘等正面因素，內地相關風
險一直是本港信貸評級面對下行因
素。
不過，惠譽在報告「敏感度因

素」一節中發出預警，指若本港政
治紛亂大得會長線影響香港經濟增
長前景，「港獨」或會負面影響評
級，但未有詳細闡述降級的具體操
作。

標普穆迪早前發預警
評級機構穆迪早前發表香港信評風

險報告，稱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
定後，反對決定的聲音會更大，從而
導致政治紛爭持續，甚至是長期示
威，可能對香港經濟成長造成負面影
響，影響特區財政及削弱投資者信
心，當前政治形勢對香港信貸評級有
負面影響。
標準普爾早前也罕有地指出，如果

本港政治兩極化局面持續惡化，會考
慮降低主權評級。該行指香港財政儲
備充裕，惟關注政治兩極化局面一旦
惡化，會令政府政策出現妥協，甚至
影響營商環境，屆時可能會考慮調低
本港主權評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對
派繼發動學界罷課後，又威脅聲稱杯葛
特區政府第二階段政改諮詢。「保衛香
港運動」、「時聞香港」、「匯賢起
動」、「和諧之聲」將聯手在周日（9
月21日）舉辦「人大常委決定與國家
安全集會」，力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批評，
反對派每天以不同議題反政府，甚至不
惜唆擺煽動中學生，撕裂社會行為與噪
音，企圖騎劫民意「得寸進尺」。
「保衛香港運動」、「時聞香港」、
「匯賢起動」與「和諧之聲」，將於周
日（9月21日）在政府總部東翼廣場聯
合籌辦「人大常委決定與國家安全集
會」，邀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
愛詩、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
全國政協委員張家敏、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等出席。

批反對派騎劫民意「得寸進尺」
傅振中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繼國
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一錘定音式確立了
2017年普選辦法與準則，反對派就不
斷製造事端，甚至運用不同方式炮製
了不必要的撕裂社會行為與噪音，企
圖騎劫民意「得寸進尺」，「中央必
須兼顧全國整體利益，為此，中央必
須確立香港政改問題底線，以確保國
家安全，並不可能如反對派般的粗暴
式『打死狗講價』。」
他批評，「佔中三丑」眼見策動
「佔領中環」徹底失敗，就鼓動學界
罷課抗爭，但「三丑」與眾反對派
「大佬」就集體龜縮，「我認同（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
院教授）饒戈平所講，罷課儼如文化
大革命的紅衛兵，全部均來自中學。

反對派天天有不同議題反對政府，中
學生較易受到唆使煽動，難道要學生
日日走出來罷課？」

港法例保障兒童不行差踏錯
就學聯聲稱，中學生有「獨立思考能
力」，傅振中反駁指，《刑事罪行條
例》第一百二十四條中「與年齡在16
歲以下的女童性交」法例，說明香港法
例有責任保障兒童不會行差踏錯，「正
如罷課學生即使『兩情相悅講到有幾咁
偉大』，答案多有建設性，香港法例依
然有責任保障兒童不會行差踏錯。有獨
立思考，咁係咪他們將來吸毒又得？做
非法行為又得？」
大會主持李顯聲則強調，國家安全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再者，香港
回歸祖國更是鐵一般的事實，「反對
派一直將是非混淆不清。學聯究竟為
咩罷課？」

選委會轉化提委會顯大進步
大會主持陳志豪補充指：「『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早前承認『佔中』失
敗，無法再以違法手段威逼政府退讓，
不同機構的民調也說明『反對佔中者』
超高於『支持佔中者』。事實上，雖說
人大決定『偏緊』，但選舉委員會轉化
成提名委員會仍然是好大進步。」
「保衛香港運動」、「時聞香港」、
「匯賢起動」、「和諧之聲」繼周日集
會，未來會發動「五大行動」，包括：
成立「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網絡資料
庫」，全力蒐集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資
料；要求律政司研究草擬「政黨法」；
成立「獅子山下港人對香港期望」網
站；不定期「路演」以街板展示反對派
勾結外國勢力的事例；邀請學者探討
「真正的學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周子優）浸會大學昨
日舉行開學禮暨榮譽大學院士頒授禮，校長
陳新滋在致辭時主動提及大學生罷課議題。
他提醒師生應以和平理性地表達意見，並指
校方尊重學生參與罷課的個人決定，但呼籲
參與者應尊重不支持或不願意罷課的同學。
陳新滋昨日在典禮致辭時表示，大學一直

致力維護言論自由，就校內關於政改有不同
的討論，及有學生策動罷課。他表明，希望
教職員及學生能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意見，
「理解學生參與罷課是全心關心社會，校方
會尊重學生的個人決定，亦希望他們尊重不
支持或不願意罷課的同學。」

罷課期間學校如常運作

他強調，在罷課期間，學校將如常運
作，建議有意參與罷課的學生事前應與教
職員溝通，了解課程安排。而校方並不會
對罷課學生作額外處分，也不會額外發指
引予教師，教師有學術自由可自行處理。
典禮結束後，陳新滋被問及有評論稱罷課

中學生「像紅衛兵」的言論時指，並不同意
有關說法，他解釋「紅衛兵」有其歷史背
景，只是在文革時期獨特的社會環境下產
生。
浸大學生會會長陳天俊則利用上台宣讀學

生約章的時間，與部分學生會幹事舉起標
語，呼籲同學罷課。他指對校方沒表態支持
罷課感失望，又聲稱目前得悉有近600名浸
大生，將參與下星期罷課行動。

陳新滋籲參與者尊重不罷課同學

■「保衛香港運動」、「時聞香港」、「匯賢起動」、「和諧之聲」將聯手在周日舉辦集會，
力挺人大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曼琪草擬《中學生罷課風險同意通知書》範本，希
望家長、學生及學校透徹了解罷課集會所面對的潛在風
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學民思潮」將於下周五發起中學生罷課，並呼籲
參與中學生簽署承諾書交回學校，以交代當天

罷課原因。從事律師工作逾20年的陳曼琪昨日表示，承
諾書只提及學生要承擔在成績上失分及遭學校處分的風
險，但其實學生還可能會因遇上衝突而身體受傷，又或
者因集會活動而誤墮法網，以至涉及刑事罪行等「四大
風險」。

不想見家長「簽完後悔」
她坦言，「學民」的「承諾書」或會變相成為對主辦

單位的「免責條款」，但如果是因為集會的秩序問題而
造成身體受傷，而主辦及協辦單位沒有做足安全措施，
他們亦需負責，故不想見到家長「簽完才後悔」。
同時，了解到學校收到「承諾書」後或會不知如何處

理、未能界定這是否請假信，更擔心可能會因此而未盡
學校保護學生之責，陳曼琪坦言自己「在法律上不能視
而不見」，故決定從學校、家長及中學生各方角度，草

擬了《中學生罷課風險同意通知書》範本，以供18區
校長聯會、家長教師會、學校組織及各方參考。

事項列風險 範本供簽署
範本內容寫到「九大事項」，除了列出風險外，亦寫

明罷課目的是讓子女參與集會、有關活動的性質屬政治
活動，亦是有風險的活動，並希望家長、學生或學校要
先了解清楚集會主辦方的身份、集會的合法性、有沒有
買保險、集會的規模、內容及時段、安全問題。
除了列出各項「須知」，範本亦可供家長或校方採用

簽署，以表示是否「完全明白及同意上述一切風險」，
有否徵詢法律意見，是否同意子女參與罷課集會，以及
是否會對學校追究責任。

使用與否有關人士自決
陳曼琪表示，有關範本並非要阻止學生參與罷課集

會，只是希望有關各方在作出決定前，清楚了解當中所

涉及的風險和責任，使用與否完全由有關人士自決，
「即使學校、家長或中學生不認同，甚至反對本人的範
本，只要他們有想過、有討論過，我已經覺得很好」。
陳曼琪強調，自己從不懷疑中學生對追求普選的熱誠，

對未來的憧憬及對普選的歷史任務的重視，但亦希望大家
明白香港的民主發展丶普選目標及其發展的步伐已寫在香
港基本法上，「我們必須務實地了解到香港民主發展不能
一步到位，須以香港實況，循序漸進地邁向普選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