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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79日的「佔領」行動落幕，但
一眾反對派政黨組織卻不甘心失敗，
不斷發動「鳩嗚」搞事，近日更在添
美道外有重新集結之勢，帳篷數目大
增，顯然是為「二次佔領」作準備。
同一時間，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亦
撰文指出，第二輪政改諮詢即將展

開，預計北京將堅持立場，但代價是激發港人再次上
街，令特首梁振英的任期難熬（uncomfortable ten-
ure），並預言香港明年或會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解放
軍或會進駐市區云云。《經濟學人》危言聳聽的說
法，反映外國勢力仍然死心不息，要在政改審議時發

動新一波「佔領」，並且要令香港進入「緊急狀
態」，屆時外國勢力就會有了干預香港政改的藉口。
《經濟學人》的文章其實透露了外國勢力的策略，
就是借政改爭議發難，指中央堅拒接納反對派的「公
民提名」，繼而煽動新一輪「佔領」。反對派也會在
立法會內裡應外合，發動「不合作運動」，企圖全面
癱瘓政府施政，令得到中央充分信任的梁振英「難
熬」。外國勢力最終目的，就是要製造「兵凶戰危」
形勢，逼中央及特區政府實施「戒嚴」，宣布香港進
入「緊急狀態」，甚至出動軍隊「平亂」。這一套策
略正正就是「顏色革命」慣用的「十二步」，不擇手
段在當地製造「流血鎮壓」事件，屆時外國勢力就可

齊聲譴責並採取制裁行動，最終達到改朝換代目的。
《經濟學人》已經說得很清楚，外國勢力絕對不會
收手，必定會利用最後機會放手一搏，奪取香港管治
權。《經濟學人》告訴港人一個事實，這場「佔領」
風暴本質上就是一場管治權之爭。青年前景、上樓
難、貧富差距、兩地磨擦都只是風暴的外因，而內因
則是管治權的爭奪。這場管治權之爭其實早就應該發
生。參考不同國家或地區的「殖民地」或「半殖民
地」經驗，在政權轉移過程中例必會出現大震盪、衝
突甚至軍事對抗，原因是舊勢力不會甘心放棄手上權
力。香港雖然不是「殖民地」，但卻被港英政府管治
了百多年，港英勢力深植社會各個階層，但在回歸後
一段時間，政局卻極為平穩，並沒有出現各種「過渡
症候群」。當中主因並非是「香港例外論」，而是有
關震盪、矛盾一直潛藏着，外國勢力正在等候着發難

時機。
2003年反廿三條立法、2012年反國民教育，正預示
香港的管治權之爭開始浮出水面，「佔領」行動是國
際大氣候與香港小氣候結合下的一次政治風波。外國
勢力要乘着政改發動奪權行動，所謂「真普選」不過
是幌子。這場風暴是或遲或早都會到來，不論甚麼人
當上特首，風暴都會出現。
對於「佔領」問題，要斷對症，找準病源，而不能

被旁枝末節轉移了焦點。青年問題、房屋問題要解
決，但就是所有問題都解決了，「佔領」一樣會出
現，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要掌握香港管治權的
不是外國勢力代理人，「佔領」就不可能避免，「顏
色革命」也必定會發生。以為靠綏靖主義，討好青年
就能解決問題的人，不過是東郭先生，而非疾風勁草
的板蕩忠臣。

《經濟學人》透露外國勢力政改部署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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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公開新一批解密文件後，在英國人撤退前大
力扶植的政客如李柱銘和劉慧卿，也內外呼應，說英
國人在 1997 年之後，仍然在香港擁有權力，擁有責
任。李柱銘批評港府稱「英國在1997後對香港無權無
責的講法夾硬，法律上完全冇理由」，李柱銘還向
英國人出謀獻策，說「英國最起碼發聲明就白皮書等
表態，及在國際法庭提出問題向中國施壓」。

英國政客從來不會講真話
英國人在第二輪政改諮詢即將展開之時，拋出所謂

解密文件，是有計劃有預謀的，目的是要對抗基本

法，干擾人大決定，推出有利於外國勢力代理人奪權
的方案，實行裡應外合，讓反對派能夠坐上行政長官
的位置。令人發笑的是：所謂解密文件，竟然是戴卓
爾夫人1985年訪問香港，安撫親英人士的提示卡。英
國政客撤離香港，從來不會講真話，李柱銘之流，死
抱英國人大腿，呼天搶地，要求英國人堅守三個不
平等條約有效，不要撤退。有人更要求英國發給他們
英國護照，好讓他們跟英國人撤退，英國人狠心關
上了移民的大門，讓這些傀儡捶胸頓足。在這樣的背
景下，戴卓爾夫人當然要關起門講一些「好聽」的說
話，讓他們安定下來。

英國僅僅是公布了戴卓爾夫人訪港時的提示卡，並
沒有得到中方同意。不過，要講中英聯合聲明有關英
國的角色，就要看「聯合聲明」的文本。「聯合聲
明」的寫法是很清晰的，有中國政府方面的聲明，也
有英國政府方面的聲明，然後是中英兩國的「聯合聲
明」。英國方面的聲明，僅是宣布1997年把香港交還
中國。有關五十年不變的安排，有關「一國兩制」的
實踐，有關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是在中國政府
聲明的範圍之內。中國政府聲明對港方針政策的第一
條：「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並考慮到香
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定在香港恢
復行使主權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
的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意思是非常清楚
的，1997年以後，管理香港的憲制文件，只能是中國
憲法和基本法。香港的所有問題，都是中國內政，中
央人民政府按照憲法和基本法實施全面的管治權。

這就說得很清楚了，香港1997年後完全按照基本法
辦事，沒有英國的主權，也沒有英國的治權，更沒有
英國的監督權，英國人更沒有任何道義責任。英國今
天居然想干預香港的特首普選制度，完全沒有法理根
據。

英國對港沒有主權、治權和監督權
甚麼內容是用中英兩國「聯合聲明」的方式發布

呢？就是香港政權交接的問題。「聯合聲明」附件二
關於聯合聯絡小組的工作範圍，也規定了英國的責
任，一共是三項：為聯合聲明的實施進行磋商、討論
政權的交接、就雙方商定的的事項進行磋商。而聯合
聯絡小組2000年1月1日工作已經結束了。

李柱銘提出了一個可笑的問題，「如果英國人在一九
九七年後沒有權力，為甚麼要簽署聯合聲明？」答案很
簡單：如果英國不簽署「聯合聲明」，英國人就不可能
有效管治香港直到1997年，更加不可能獲得中國政府聲
明中的第九條，英國經濟利益得到「照顧」。

如果重溫「聯合聲明」，就可以知道英國方面的權
力和責任，就是在過渡期的13年，繼續管治香港，然
後1997年把香港交還給中國。治權交還完成，英國再
沒有任何角色。以後就是中國的事務。英國人已經承
認了基本法的權力，又怎能夠反對基本法規定的提名
委員會制度呢？所以，英國的官員「支持公民提
名」，「支援反對派的政改行動」，都是違反「聯合
聲明」的。中國的法律，包括普選行政長官，只能由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執行，不能讓外國政府干
涉。李柱銘和劉慧卿說英國人有權干涉行政長官普選
辦法，這恰好證明，他們是英國的代理人，他們的利
益是一致的。中央政府有誠意也有決心按照基本法落
實行政長官普選，任何人想當秦檜，在外國人支持下
獲得香港管治權，都是癡心妄想。

高天問

反對派的「佔中」失敗了，然而，英國仍然企圖放手一搏，故意有選擇性地解封新一批

1985年初的首相府文件，包括會議紀錄、書信、簡報甚至提示卡；亦有1985年及1986年

內閣會議紀錄。當中提到已故首相戴卓爾夫人訪港時曾向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表示，「若中國

違反聲明，英國在1997年後有權、亦會毫不猶豫提出」，「會向中國作最強烈抗議」。英

國人在第二輪政改諮詢即將展開之時，拋出所謂解密文件，是有計劃有預謀的，目的是要和

英國在港「戰友」發動新一輪對抗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行動，推出有利於外國勢力代理人奪權

的方案。英國對港沒有任何主權、治權和監督權。如果英國嚴格執行「聯合聲明」，就應該

停止干預香港事務。英國人已經承認了基本法的權力，又怎能夠反對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

會制度呢？

英國突然公開所謂「聯合聲明」解密文件意圖何在？

施政扶貧需及時
新社聯促惠基層

行政長官梁振英將於下月中發表新一份
《施政報告》。新社聯陳勇、李世榮

聯同約30名市民，昨午到政府總部拉起橫
額，及高喊「施政報告，回應訴求」、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政府有盈
餘，扶貧要及時」等口號，要求特區政府
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要惠及
基層市民和着重經濟發展。

共同推動政制向前行
李世榮指，部分市民認為上一份財政預
算案「派糖」不足，新社聯認為，在全球
經濟不明朗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更應該以
市民福祉為依歸，避免政治爭拗而影響民
生政策的推行，期望社會各界要關顧民生
經濟，放下政治成見，共同推動政制向前
行，為香港的前途着想。
新社聯促請政府加快增加房屋供應，解
決住屋困難；盡快設立退休保障制度，增

設生果金「福建計劃」；加快設立邊境商
貿城，提升接待能力；推出各種紓困措
施，如電費補貼1,800元，公屋戶免租1個
月、額外發放長者綜援傷殘津貼1個月；增
加育嬰院，協助家庭主婦重投勞動市場；
加快增撥資源，改善公營醫療服務，以及
加快發展大嶼山、新界東北及新界西北以
改善民生，發展經濟。

盼與林鄭探討如何扶助青年
李世榮表示，原本10月份約見了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以表達訴求，惟當時發生
「佔領」行動，會面被迫無限期延後，期
望與她盡快見面，並在會面上探討如何扶
助青年等問題。他認為，香港青年人受西
方教育影響，富有創意，故若能在內地發
展創業，將有很多黃金機會。陳勇聯同李
世榮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後，便與一眾
市民離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界社團聯會昨日表示，「佔領」行動
對香港的衝擊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短期
內難以消除，面對反對派議員發起的
「不合作運動」，特區政府未來施政
更加困難重重。新社聯又指，現時的
政治困局必須在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推動一人一票普
選行政長官。
聯會理事長陳勇表示，反對派議員

發起的違法及不合作行為令到香港各
項民生議題停滯不前，並認為若不能
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反對派聲

稱爭取的任何美好事物均是假的。
陳勇又指，香港不能夠再繼續蹉跎
歲月，期望「尊貴」的立法會議員不
要阻撓任何有利民生、香港發展的議
題。他表示，香港正面對不少問題，
如大嶼山、新界東北及新界西北發
展、青年問題、住屋問題等，認為任
何政黨的議員都不應不合作、「拖後
腿」。他強調，每一次拉布、拖延，
只會令政府日後要花數以倍計的金
錢，浪費納稅人金錢，期望社會大眾
能向反對派議員施壓，迫使他們結束
「不合作運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昨
日公布最新民調，行政長官梁振英的支持度明顯回
升，達43.2分，比兩星期前上升3.5分。另外，特區政
府在處理與中央關係，以及維持經濟繁榮這兩項施政
範疇，滿意度淨值分別增加12個百分點和9個百分
點。
有關調查在12月17日至22日成功以電話訪問1,021

名香港巿民，結果顯示，梁振英的民望數字在過去兩
個月出現波動，其最新支持度評分為43.2分，比兩周
前的39.7分明顯回升。而支持他出任特首的比率上升
兩個百分點至26%，反對他的則下跌至59%，令支持
率淨值回升至負33個百分點。
另外，特區政府在處理與中央關係，以及維持經濟

繁榮這兩項施政範疇，滿意度淨值分別增加12個百分
點和9個百分點；而維護人權自由的滿意度、改善民
生，以及推行民主步伐三方面滿意度則錄得負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研
究協會最新調查發現，特區政府的整體滿
意度上升至2.48分，同時15位主要問責官
員中有12位評分上升，其中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以及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分別
以3.15分及3.61分，成為得分最高的司局
長。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23日至28日訪問了

1117名市民，以1分至5分評論對特區政
府的滿意度，1分為非常不滿意，5分為非
常滿意。結果發現，特區政府整體滿意度
上升0.06分，得2.48分。在五項表現中，
評分最高的是「提升醫療服務質素」，得
2.69分，其次是「改善社會福利」，得
2.56分，而「提升教育質素」及「改善貧
富懸殊」分別得2.45分及2.37分，評分最
低的是「紓緩房屋問題」，得2.26分。

曾俊華創任內評分新高
司長表現方面，曾俊華錄得0.12分的較

大升幅，以3.15分繼續居於首位，評分更
創其任內新高，相信與其設立「房屋儲備
金」以解決公營房屋問題有關。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錄得0.01分的輕微

升幅，得2.92分，排在第二位；而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的評分錄得0.02分的升幅，得
2.66分，排在第三位。

高永文評分膺局長之首
局長方面，評分最高的繼續是食物及衛

生局局長高永文，得3.61分。15位主要問
責官員中，有12位評分上升，兩位下跌，
一位維持不變；當中升幅較大的是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以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

錦樑，分別上升0.19分及0.13分。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表示，八成主要問責官員評分

錄得上升，反映問責官員近期表現有所改善，但市民
對特區政府各項表現評分皆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
平，反映政府的工作效能仍有待改進。
該會負責人促請特區政府及各問責官員繼續努力，

在新一年細心聆聽民意，加強與公眾溝通，積極向公
眾闡釋各項政策內容，切實執行各項惠及經濟民生的
措施，提升施政水平，以實際政績改善市民對政府施
政的評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
善用地區資源，特首梁振英去年在
施政報告提出推動先導試驗計劃，
以貫徹「地區問題，地區解決」的
施政方針。元朗區議會主席梁志祥
昨日表示，根據元朗區議會的經
驗，肯定先導計劃是「好產品」，
有助地區恆常解決民生難題，期望
政府進一步重整元朗區土地，改善
營商環境。
身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的梁志祥

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提到，元朗區
人口增長快，不時有市民投訴街上
店舖擺放物品於行人路上。由民政
事務專員進行監管、區議會做決策
的先導計劃，對元朗區是一個「好
產品」。他說，過往只在特殊情況

下，才能以行政手段特別處理地區
投訴，現時則可透過先導計劃恆常
化，加快處理複雜的地區問題。
出席同一節目的元朗民政專員麥

震宇亦指出，以往政府部門會分開
處理相關投訴，在先導計劃下，區
議會可先將各項投訴綜合，再按規
模、地域、嚴重性等去處理較困難
的問題，有利解決地區問題。

梁志祥促整合區內土地
另一方面，為改善元朗區營商環

境，梁志祥促請政府將區內浪費的
土地重新整合，再進行規劃。他
謂，元朗區議會已成立工作小組，
就市鎮發展與人口不配合、輕鐵及
西鐵接近飽和等地區和交通問題進

行研究。
麥震宇認同，指長遠應作規劃發

展，例如在元朗區發展多一個都市
核心區，以分流人口。
梁振英前年10月在施政報告中提

出「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
遇，地區掌握」，在去年的施政報
告中進一步提出，今年在深水埗和
元朗推行先導試驗計劃，給予由民
政事務專員擔任主席的地區管理委
員會決策權，處理部分涉及公共地
方管理和環境衛生等問題，並由區
議會提供對工作優次意見，加強地
區行政，兌現施政報告的承諾。
政府會增撥人手和資源推行計

劃，並研究如何有效逐步擴展到其
他地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特區政府新一份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案公布前夕，新界社團聯會昨午到政府總部請願，促請特區政府在施政

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推出政策惠及基層市民及着重經濟發展，聯會理事長

陳勇及副總幹事李世榮聯同約30多人，拉起橫額及高喊「施政報告，回

應訴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口號，政府派代表接收請願信。

梁振英支持度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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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助解決元朗區難題

籲反對派勿「拖後腿」礙民生

■新社聯期
望政府推出
政策惠及基
層市民。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