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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來自馬來西亞的航空公司發生嚴重空難，

總部設在吉隆坡的亞洲航空旗下一架空中巴士

A320-200 客機，昨日由印尼泗水飛往新加坡期

間，在爪哇海上空失去聯絡，不排除已經墜毀，

機上155名乘客及7名機組人員凶多吉少。飛機

在無聲無息之下失去聯絡，在全球航空史上都是

匪夷所思的事件。馬來西亞今年連續發生兩宗嚴

重失聯空難，值得高度重視。馬當局有責任全面

徹查事件，找出失聯原因，消除航空安全隱患。

2014年對航空業界是多災多難的一年。根據飛

機事故資料局資料，連同昨日出事的亞洲航空

QZ8501客機，今年共發生111宗空難，死亡人數

高達1,320人，是9年來最高。其中，全球三宗最

大型、最嚴重的空難都與馬來西亞有關。除了昨

日的失聯空難之外，還有今年3月引發全球關注

的MH370客機失蹤事件以及7月馬航MH17客機

被擊落事件。與其他交通工具相比，航空意外發

生率一向較低，但今年全球航空事故卻頻頻發

生，尤其是馬來西亞空難更是連續不斷，顯然不

是偶然事故，背後反映的是一連串的安全問題。

應該看到，今年馬來西亞已經發生了 MH370

客機神秘失蹤事件，馬當局在事發後幾個小時才

公布航機失蹤，已經錯過了最佳的搜救時機，至

今甚至連航機的殘骸也搜尋不到，成為航空史的

一大疑案。一架大型航機竟然可以憑空失蹤，而

當局完全追查不到，事後輿論都狠批馬當局航空

管理存在大量問題，馬當局亦表示會認真汲取教

訓，杜絕類似事故發生。然而，幾個月後再發生

類似的航機失聯空難，反映馬當局未有認真汲取

空難教訓，未有採取有力補救措施，不但導致再

有大批乘客遇難，更對馬來西亞以至全球航空業

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馬當局必須高度正視事

件，追查事故原因，加強航機安全監管，消除安

全隱患，不要讓慘劇重演。

肇事的航機來自亞洲航空公司，為全球最大廉

價航空公司之一，亦是亞洲首家和最大廉航。近

年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廉航發展迅速，一些廉航公

司更競相推出低價促銷吸引乘客。由於航空業本

身就是攸關乘客生命安全的高風險行業，而廉航

公司為了降低成本、提高競爭力，必定想方設法

提高飛機及機師的飛行時間與班次，使其處於滿

負荷狀態。這難免會增加安全隱患。對此，馬當

局必須全面徹查事件，找出事故真正成因，確保

乘客的生命安全。

屢爆失聯空難 馬當局須全面檢討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香港政制發展應該

做到「三個有利於」，在香港社會引起廣

泛討論 。實際上，習主席提出的「三個有

利於」，是針對違法「佔中」的教訓總結

出來的結論，是判斷政改是否成功的標

準，為香港理性討論特首普選提供了基本

的標尺和指南。

習主席就香港政改所提出的「有利於居

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

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等

「三個有利於」，為香港順利推進政改立

牌指路。只有做到「三個有利於」，政改

才能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符合「一國兩

制」的要求。政改只有確保市民安居樂

業、社會繁榮穩定，才能得到最廣泛的民

意支持。香港政制發展必須堅持以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前提，不能把

「兩制」凌駕於「一國」之上，不能選出

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才能避免政改誤

入歧途。「三個有利於」獲得香港社會高

度關注，引起各界的共鳴，這是好事。廣

大市民以此為標準，凝聚共識，有利依法

有序推進政改。

推動政改的目的是為了增進民眾的民主

權利，帶來更好的生活。如果政改不能保

障市民的安居樂業，連民眾最基本的訴求

都不能滿足，這樣的政改還有何意義？

「佔中」對本港經濟民生造成的嚴重後

果，市民遭受重大損失，對安居樂業有害

無益，證明「佔中」所鼓吹的一套在香港

根本行不通。在「三個有利於」中，香港

市民安居樂業擺在首位，說明中央極其重

視港人福祉。

「佔中」企圖推翻人大決定，挑戰中央

管治權，甚至把香港變成顛覆內地的橋頭

堡，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中

央對此當然有憂慮。「一國兩制」下，香

港與內地已構成命運共同體，港人必須防

止「佔中」重演，損害香港與內地的良好

關係。這不僅僅是「一國兩制」能否保持

成功的問題，更直接影響到香港的前途和

港人的切身利益，所有希望香港好的人，

決不會允許香港成為顛覆國家的基地，令

香港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三個有利於」是判斷政改成敗標準
A6 重要新聞

部分港人國家意識弱挑戰中央
料未來特首候選人「出閘」要求將很嚴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慶祝澳門回歸15周年大會

上指出，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有「三個必須」，包括必須把堅持「一國」原

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

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結合起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表

示，部分港人國家意識薄弱，出現挑戰中央權威、意圖改變內地現狀的情況，在國

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大前提下，中央未來會更強調「一國」，在政改問題上，特首

候選人不能對抗中央的「出閘」要求一定會很嚴厲。他預料，不排除中央未來與香

港穩定力量加強合作，以抵抗反對派的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教
聯會主席鄧飛昨出席《城市論壇》
時表示，現時青年人對國民身份認
同感不足，相信與初中中國歷史科
不是必修科有關，若特區政府不做
工作，有關情況恐會每況愈下，故
建議教育局在初中推行中史必修，
並將課程內容規範化，讓學生全面
認識中國歷史。有中學生則指，安
排學生到內地交流，可增加對國家
的歸屬感，促請政府支持有關活
動。

不熟中史 國民身份缺認同
鄧飛表示，官方指90%學校均有設
歷史科，但如何教授則校本自決，例如
課程內容包括中西歷史各佔的比例和教
授甚麼時期的中史內容並無明確規定，
只要符合教育局課時的要求即可，由於
年輕一代對中國歷史所知甚少，也導致
了國民身份認同不足。他建議將初中中
國歷史科規範化並列為必修，讓學生全
面認識中國歷史，包括近代和現代史，
否則國民身份認同感恐會每況愈下，至
於高中中史列必修應再作討論。
鄧飛認為，應全面而非片段式認
識歷史，建國後有很多不如人意的
情況，但希望大家可以平心而論，
反思近10年與建國初期30年，國家
發展是向好還是向壞；反思香港回
歸祖國前後，國民身份認同感是增
是減。
同場的「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
傅振中表示，高中中史科多學生退
修主因是課程太深，建議降低該科

考試水平，吸引學生報讀，以增加學生的國民
身份認同。
台下觀眾、順德聯誼總會胡兆熾中學學生黃
同學建議，政府應推行其他政策加深港人對國
民身份認同，例如資助學校舉辦更多促進內地
與香港學生交流的遊學團。
教協會長馮偉華昨亦有出席《城市論壇》，
場外有十數名市民抗議，斥責教協誤人子弟，
並高叫「教協可恥」。行動發言人趙子龍批
評，教協作為教育機構，成立以來不斷煽動學
生，學生長期被教協洗腦下，甚至不認祖國，
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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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佔領」行動直接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正
值特區政府忙於進行「善後」工作之際，在「佔
領」期間一直躲在「後方」的反對派政黨，卻紛紛
傾巢而出，忙於撈取「後佔領」的政治本錢。有政

界人士透露，反對派陣營各黨派均「互不相讓」，各黨派正絞盡
腦汁，將「佔領」事件不斷發酵，圖謀向支持「佔領」的「雨傘
仔」頭上套上「金剛圈」，欲使其成為自己囊中的「鐵票」，鞏
固在區議會及立法會的「選舉路」。其中，工黨、「人民力
量」、社民連、新民主同盟相當「積極」，為搶奪新票源，更不
惜投其所好，刻意淡化自身的政黨色彩，強打「年輕牌」。

「佔領」行動結束後，有「高登仔」及「雨傘仔」揚言有意參
加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繼續與特區政府「搞對抗」。該名政
界人士透露，今次「佔領」行動中，反對派一直「被躲」在「後
方」，無法「一炮而紅」成為新一代的「反對派共主」，但初步
評估今次「佔領」行動後，認為所引發的「政治能量」巨大。當
年「捧紅」了「白鴿黨」(民主黨)，他們「食老本」可以食到現
在，仍能「吊住條命」，若今次成功吸納這批「雨傘仔」的票
源，與開發了一個大寶藏無異。有見及此，近周反對派各大政黨
已經「蠢蠢欲動」，不斷拉攏票源。

激進分子借機「洗牌」
該政界人士指出，今次「佔領」行動最大的特色，就是「反政

黨化」，「雨傘仔」對政黨態度抗拒，甚至對某些「老牌」政黨
「相當反感」，而「白鴿黨」可算是首當其衝。「民主黨舊瓶舊
酒，就算找數名年輕人走前些，一眾『雨傘仔』已經噓聲四起，
無法得到任何益處」，反之，激進反對派「人民力量」、社民
連、工黨、新民主同盟等，看準「雨傘仔」傾向走激進路線，與
他們的賣點相近，不斷向「雨傘仔」示好，聲稱會積極落區尋找
「雨傘首投族」云。激進反對派除壯大本身的政治勢力之外，更
借機「洗牌」，以圖把民主黨從龍頭位置拉下來，一洩一直被
「壓榨」之憤。

另外，該名政界人士又指，今次「雨傘仔」另一特色，就是以
年輕人為主調。因此，激進反對派亦大打年輕牌，其中最明顯的
例子，就是由民主黨分裂出來的新民主同盟，聲稱新任執委中，
有兩個是90後成員，分別是前「學民思潮」成員古俊軒， 以及
「中韓混血兒」陳兆陽，狠狠摑了民主黨一巴掌。在上屆區議會
選舉，打出「票債票償」口號的「人民力量」，亦大打「開口
牌」，稱聲同意「佔領」行動催生大批「雨傘仔」，「人力」更

以所謂「清新形象」吸引這批「生力軍」加入，為區議會鋪
路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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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日前分別會見赴京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時，均充分
肯定特首梁振英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工作。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劉兆佳分析指，中央對於持續兩個多月的「佔領」行動能和
平結束予以肯定，同時希望為特區政府強化管治根基，及早應
對香港內部對立矛盾和衝擊管治的挑戰。
他指出，持續兩個多月的「佔領」行動最終能和平結
束，深獲中央肯定。然而，即使「佔領」行動告一段落，
香港社會仍充滿挑戰，預計特區政府日後仍會面對反對派
等不同方面的衝擊，管治仍相當困難，故此，中央更願意
主動支持梁振英及特區政府，及早強化管治根基，防範挑
戰。

再有「佔領」市民未必支持
劉兆佳又預期，下一輪政改諮詢會有新一輪「佔領」行

動，不過，市民未必支持，相信「佔領」時間不會太長，惟
由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立法會內發起的「不合作運動」則難
避免。
他續說，從中央角度看，香港內部對立問題，短期內不能

解決，不過中央無可能讓步，更不可能以重大人事變動紓緩
這種對立矛盾。故此，特區政府未來對策，只能推出更多包
容性和有利民生經濟發展的政策。他相信，社會對峙狀態仍
然膠，惟情況不太失控，已是最好結局。

劉兆佳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指出，習主席
有關「一國兩制」的「三個必須」講話，

是要說給香港人聽，這涉及「一國兩制」的成
敗。他說：「中央對於『一國兩制』在香港實
踐不只關心，而且有些不放心。」他指出，中
央對「一國兩制」的實踐，較重視能否維護國
家利益、尊重及不挑戰中央權力，及不改變國
家的社會主義體制，故此，中央希望香港不要
只看「兩制」，而要多從「一國」看問題，特
別是國家安全及利益。他說：「香港部分人不
理解國家政策，將國家的重要性看得很低，或

者以香港作為獨立政治實體的角度看事情，挑
戰中央權威。」

圖推翻人大決定是不尊重中央權力
劉兆佳舉例指，有港人在政改問題上要求推翻

人大決定，讓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候選人，
是不尊重中央權力的行為，尤其是現時國際形勢
險惡，令中央擔心香港成為顛覆中央的基地。對
於下月展開的政改第二輪諮詢，劉兆佳不感樂
觀，他說：「我們所見到提名委員會同上次選委
會組成差不多，最多『入閘』寬鬆一點，我不肯

定，但『出閘』一定很嚴厲，不能想像有中央政
府不信任的人『出閘』做候選人。」屆時，特區
政府所能作出的讓步空間不多，諮詢不但難求共
識，更可能激化矛盾。

中央非希望港跟澳模式
對於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區的管治問題，劉兆佳

說，港人基於殖民地歷史，對自由、人權較執
，回歸過程中面對的問題和管治都比澳門難。
他續指，中央在政治問題上，對澳門基本滿意，
對香港則不太放心，但他認為中央並非希望香港
跟從澳門的模式發展。他說：「香港是國際大都
會，是國家及世界連繫的地方，保留原有制度特
色對中央有利。」
雖然中央提出「一國兩制」構想，確保香港五

十年不變，但劉兆佳強調，港人亦不要試圖改變
內地狀況，不要試圖衝擊中央管治，「中央不希
望香港利用獨特優勢，試圖改變內地的政治現實
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故此，不排除中央未來
會與香港較保守和求穩定的勢力加強合作，連成
一線，以抵抗反對派的挑戰，強化特區政府的管
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佔中」撕破反
對派的假面具，揭露他們煽動別人「抗命」、自
己撈取政治資本的真面目，更爆出「黑金政治」
醜聞。「保衛香港運動」昨日在灣仔設立街站，
呼籲市民登記做選民，在將來的區議會及立法會
選舉，用選票踢走那些收取海外資金、挑起「佔
中」並鼓動青年上前線的反對派分子。

灣仔設街站 籲登記做選民
「保港運動」昨日於灣仔的街站拉起「支持選

民登記維護法治，踢走違法佔中黑金議員」的橫
額，10多名義工在港鐵站出口呼籲市民要盡公民
責任，登記成為選民，並阻止反對派議員連任。
發起人傅振中表示，這個活動是希望有更多市

民登記做選民，因為反對派支持以「佔中」這些
違法手段破壞香港治安，傷害了香港，而「票債
票償」就是一個好方法，將那些參與「佔中」的
「黑金議員」踢離議會。他說：「香港很多市民
都很反對違法行為。他們又質疑那些由反對派自
己定義的所謂『真普選』是否真的是合情合理的
要求。不少市民向我反映不滿，反對派議員在議
會外搞『佔中』，在議會內又大搞『不合作運
動』，根本反對派就是以市民的福祉作為籌碼，
去勒索特區政府，這是很過分的行為。」
傅振中又指出，就算反對派議員表現欠佳，市

民也投訴無門。而當中部分議員更揚言，市民大
可以用選票懲罰他們，既然他們如此囂張，因此
「保港運動」就鼓勵市民登記做選民，在將來的
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踢走他們，令他們不能在

議會搞『不合作運動』影響香港的發展。他續
說：「以選票來回應，是目前最有效兼且是合法
的方法，更何況投票是盡公民責任的表現之
一。」
前來街站登記資料的張先生向記者表示，以往

他都沒有理會選舉，但近期出現的「佔中」以至
「拉布」事件，令他極度反感。「我支持民主發
展，而爭取民主可以有很多方法，但不是破壞香
港，做出阻路、影響他人生活等神憎鬼厭的
事。」對於成為選民後的投票取態，他表示，支
持「佔中」的反對派「就不是太好」，而且他們
更鼓吹學生違法，但又不叫自己的子女參與，明
眼人都知道他們想什麼。

憂「三堆一爐」拉布令垃圾堆積
已退休的陳女士認為，「佔中」影響交通，令

自己大感不便，雖然社會多次向「佔領」者解釋
市民的苦況，他們仍視而不見，沒有考慮普羅大
眾的感受。「『公民提名』的叫價不切實際，亦
不是國際普遍的提名方法，包括中央和特區政府
都不會接受。」陳女士亦擔心，例如反對派就
「三堆一爐」拉布，是否最終要意大利堆積垃圾
的情況在香港重演。
曾在法庭工作超過5年的曹先生表示，自己對公

民黨特別是余若薇的所作所為極為不滿，他說，
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長，反對派政客的惡行自己都
看在眼裡。「其實所謂的『泛民』，表面所謂
『民主』，實質上就是獨霸民主，不尊重其他民
意的民主。」

「保港」籲用選票踢走「黑金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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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香港運動保衛香港運動」」呼籲市民登呼籲市民登
記做選民踢走記做選民踢走「「黑金議員黑金議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