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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上宣讀新
一份施政報告，反對派又再搞事，集
體撐起黃傘、拉起橫幅、大叫口號，
逐一離開會議廳，導致會議兩度暫
停，擾攘十多分鐘，梁振英才可開始
宣讀施政報告。反對派議員指梁振英
漠視市民「真普選」的訴求，所以抗
議離場，不會聽他讀施政報告云云，

於是又再一次提早收工，白支薪水。
反對派指梁振英漠視「真普選」訴求，根本是賊喊

捉賊，現在是誰漠視市民普選訴求？正是反對派。人
大決定已經為一人一票選特首「開閘」，只要立法會
通過政改方案，500多萬合資格選民就擁有了普選權。
但反對派卻揚言，就算政改方案給予市民普選權，就
算方案得到七成民意支持，他們都會照樣否決。因為
方案不能確保反對派候選人必定能夠「出閘」，所以
全港市民都不可以有普選，這等於是剝奪了廣大市民
觸手可及的普選權，說明反對派就是「反民主派」，
是香港落實普選的最大障礙。現在他們竟然以此作為
離場的理由，不是很可笑嗎？

反對派「高舉民主旗幟」，但當普選已是唾手可得
的時候卻要否決。同樣，平日反對派將改善經濟民生
喊得拆天，但當特首提出全盤施政藍圖，在各項政策
上提出不少新猷之時，反對派卻要離場抗議，連聽也
不聽就離場。這是嚴重的瀆職，因為立法會議員的職
責就是監督政府，審議政策撥款，試問連會議都不出
席，還如何履行職責？更重要的是，反對派此舉是要
延續其議會「不合作運動」，要在立法會上全面癱瘓
政府施政，對於所有經濟民生的政策及撥款，一律不
予放行，令政府最終要向反對派就範，接納他們的政
改方案。
現在反對派對於施政報告所採取的不合作態度，說
明他們要繼續發動倒香港米的「不合作運動」，在這
種極端取態之下，施政報告中的各項政策恐怕將難以

落實，改善民生將更加舉步維艱。當政府在「佔中」
結束後，將社會焦點重新回到經濟民生之上時，反對
派卻要反其道而行，繼續大打政治對抗牌，將所有政
策大肆政治化，說明他們並沒有汲取「佔中」的教
訓，要繼續與市民為敵。
反對派不要普選，要成為「反民主派」；現時連民

生都不要，變成「反民生派」，反對派究竟還當不當
民意是一回事？還是他們以為「靠攏」金主就可以衣
食無憂，對於社情民意就可以置之不理？難怪梁振英
在所有反對派議員都離場後，也不禁要感謝全體反對
派議員，給予他全程的、安靜的、應有的莊嚴環境。
因為這些反對派議員除了搞事製造噪音、扮小丑做爛
騷之外，在議會沒有甚麼作用！

「反民主派」也是「反民生派」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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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違法「佔中」行動結束之後，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當中以「法治」打頭
炮，凸顯當局汲取「佔中」教訓，將「重法治」作為
其中一個施政重點。在引言及政制發展部分，明確指
出「香港是法治社會，只要依法守法，把握機遇，敢
於抉擇，我們就可以推進民主，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報告更重點指出，在政制發展問題上，社會上
出現了一些偏離香港基本法的主張，對於中央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以及對政制發展的憲制規定，都
存在認識上的偏差。報告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治」，香
港政制發展必須根據香港基本法以及人大決定。針對
近期社會上各種背離香港基本法的政改建議，一些人
故意將香港普選的依據說成是《中英聯合聲明》的誤
導言論，報告都作出了有力反駁，發揮了激濁揚清的
作用。

對於「違憲思潮」直斥其非

最令外界關注的是，報告點名直指香港大學學生會的
官方刊物《學苑》，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作為封面
專題，並且編印一本名為《香港民族論》的書，主張香
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直斥這是「錯誤主
張」。當局在施政報告開首即明確反駁「違憲思潮」及
違反香港基本法的政改主張，是過去從來沒有的，反映
出當局在「重法治」上的新動向、新信息。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 2013 年 1 月在報章中提出
「佔領中環」，有人不斷散播違憲違法的論調，都沒
有及時正視，更沒有嚴肅跟進處理，導致「公民抗
命」歪風不斷向社會擴散，不少市民受到誤導，大批
青年學生更被推上違法「佔中」的戰車上，成為別有
用心者火中取栗的棋子，全港社會為此承擔了沉重的
代價。持續79日的違法「佔中」，對香港社會最大教
訓及反思，就是對於一些鼓吹違法違憲的思想，必須
及早駁斥，不能容許其在社會上不斷蔓延，向入世未
深的青年學生「播毒」。

扶貧安老是一大亮點
今次施政報告全面闡述了本港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

的機遇和問題，並因應市民關切的問題和社會潛在的
深層次矛盾，提出新建議，深化舊政策，並作出財政
承擔。扶貧依然是新一份施政報告的一大亮點。繼首
次制定了貧窮線、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大
手筆、大投入之後，施政報告亦啟動了「退休保障」
計劃的前期準備工作，並預留500億元作研究推行之
用。事實上，貧困長者的退休問題一直引起社會關
注，不少團體都認為應該引入「退休保障」制度。不
過，推行「退休保障」將改變本港行之多年的低稅率
制度，在社會上爭議巨大，一直以來都未能在社會上
取得共識。

這次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明確提出研究「退休保障」，
並預留500億元支持，正顯示出當局對於扶助貧弱的承
擔。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教授周永新表
示，對於當局的建議表示歡迎，認為表現出政府有決心
解決本港人口老化的問題。同時，施政報告在扶貧、安
老、助弱、福利服務等範疇上，都提出了多項關懷弱勢
的建議，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的財政資助、提供更周
全的醫療服務，為少數族裔及新來港者提供更充足的支
援，建立和諧共融的社區，值得社會支持。

商界支持扶貧工作
新一屆政府就任只有兩年多，但在民生工作上已經

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績。政府在2013年首次制定了貧
窮線，成功在2013年令整體貧窮人口首次跌破100萬至

97 萬 ， 貧 窮 率 降 至
14.5%，創5年新低。當局
更一改以往思維，大手筆
地推出多項扶貧安老措
施，包括為解決在職貧窮
問題，破天荒設立「低收
入在職家庭津貼」，加上在新一份施政報告為「退休
保障」撥款500億元，等等，都顯示當局對於民生的關
顧和承擔。悠悠萬事，民生為大。貧窮問題不僅關係
基層市民的生計，也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商界人士奉
行「為善最樂」的宗旨，一向支持政府的扶貧工作，
都認同當局的扶貧助弱施政方針。

全面部署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須以發展經濟為基礎，否則，改善民生就

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此，施政報告也提出了
全面經濟發展策略和部署。施政報告不僅提出設立多
種基金和支持計劃，直接支持建立品牌、發展創新及
科技，而且還將與廣東省政府在覆蓋南沙、前海和橫
琴的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緊密合作，為港人港企爭取
創新的合作模式和最大的發展機遇，並配合國家「十
三五」規劃，向中央政府提交建議。這些建議和計
劃，進一步鞏固香港的現有優勢，更把握住背靠國家
的良機，促進兩地的互利雙贏合作，推動香港產業多
元化，為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注入源源動力，市民可分
享到更多經濟繁榮的成果。期望社會各界在「佔中」
結束之後，將精力都重新放回經濟民生之上，讓不同
階層的市民分享到更多實惠。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新一份施政報告汲取違法「佔中」的教訓，以「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為主題，將「重

法治」放在報告的首位，直接指出近期社會出現的種種「違憲思潮」，點名批評《學苑》刊

物鼓吹「自決」是錯誤的主張，明確釋放出當局「重法治」的最新信息及動向。這份施政報

告，也是一份全面關顧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的報告。建樓安居、扶貧安老、振興經濟都有亮

點。施政報告全面回應市民最關切的房屋、退保等訴求，注重開發經濟新增長點，提出新建

議並作出財政承擔，大膽着手處理本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充分體現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全面

關顧、積極有為、敢於承擔、勇於解決問題的決心。

施政報告「重法治」顯責任 顧民生振經濟展現承擔

符合英方「最高期望」
中國履行聯合聲明

吳亮星：外力資料涉國安不能亂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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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14年香
港政治爭拗不絕，隨大學踏入新學期，香
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特別在該校網頁撰
文，分享對新一年的反思及寄望。他強
調，互相尊重及尊重多元差異是民主的基
礎，鼓勵大家在第二輪政改諮詢中進行具
建設性討論，以利未來民主發展，希望香
港各界能重建和諧香港。
回顧過去一年，唐偉章在該篇文章中形容，

2014年的香港「非比尋常」，在「佔領」行動
後，高等院校有需要及有責任反思，要如何更
有建設性地應對社會及政治議題，避免類似
「佔領」行動的事件再次發生。

盼次輪諮詢提建設性討論
他強調，香港巿民普遍認同民主的基礎

應該尊重多元和差異，期望大家能於第二
輪政改諮詢作有建設性的討論，並給予時
間及空間以推進民主進程，才是有利民主
發展的做法。

唐偉章表示，香港市民之間關於政制的意見縱使
不同，但大家都有共同關注及期望，希望社會能重
新出發，建立新的共識，重建和諧香港。
唐偉章又在文中談到大學教育的問題。他表示，

讓學生加深對社會、國家以至世界的了解非常重
要，因此理大在「三改四」，焦點於額外的一年學
習時用於擴闊學生視野，並率先將「服務學習」納
入必修，讓學生走進社區服務人群，更全面地了解
社會問題的複雜性，並明白理性討論、尊重他人不
同意見的重要。

■唐偉章鼓勵
大家在第二輪
政改諮詢中進
行具建設性討
論，以利未來
民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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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敖暉等12人

據外媒報道，在上世紀80年代，曾擔任時任英國首
相戴卓爾夫人的私人秘書和外交國防顧問、中英

香港問題談判的見證者鮑威爾，在英國時間13日向下議
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提到，英國當初並不預期香港回歸中
國後會享有「完全振翅」的民主，英國當時也沒有做任
何事情向香港灌輸民主理念，因為以為即使給予香港廣
泛民主後，在回歸後會很易失去，甚至會失去法治。

港無大變 享高度自治自由
不過，鮑威爾指出，自中國在1997年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後，香港至今並無太大改變，符合英國簽署聯
合聲明時的「最高期望」。中國充分履行聯合聲明承
諾，體現了聲明的精神。香港仍像當初中英談判及簽
署聲明時一樣，仍是自由社會、享有高度自治、個人
自由，維護法治精神。
被委員會問到有關「佔領」行動對香港營商環境的
影響時，鮑威爾指出，「佔領」行動未有影響香港營
商環境或嚇怕國際性企業，亦只有少數在港英國公司
感到不滿。他說，行動可能改變國際社會對香港的觀
感，香港已不如從前被視為外國公司進入中國經商的
理想大門，不過，香港仍是世上最佳的營商地方。

鮑威爾在2014年10月香港「佔領」期間接受新華社
訪問時也說過，「我認為，中國從未以任何方式違背
有關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的承諾。中國一
直按照這些協議和法律文件向前推進。香港的每個人
都應該已經知道，1990年（香港）基本法獲得通過以
後，香港將逐步實現以選舉方式產生特首，到了一定
階段，在選舉中引入普選。」

批參「佔」者對歷史無知
他當時指出，中國中央政府提出2017年以普選方式

選舉香港特首，遵守了當初的承諾，是積極向前邁進
的一步，那些參與「佔領」的香港示威者恐怕對歷史
有些無知。「特首候選人由一個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來
決定，這些選舉在香港進行，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有權作出這種決定。這在（香港）基本法當中規
定得很清楚。」
鮑威爾在訪問中並強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

發展成果超出英方當年的預期，「在中英聯合聲明的
籌備階段，我們對英方能夠在談判中達成怎樣的安排
並不十分確定。我認為，中英聯合聲明達成的成果超
出了我們（英方）的預期；香港維持了原有的生活方

式、自由經濟、市場體系、言論自由等等，這些也超
出了我們的預期。」

讚「一國兩制」令港人受益
他當時指出，「與1997年相比，現在的香港比那時

繁榮很多。在『一國兩制』制度下，香港和內地都更
加昌盛。我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一種經歷。……香
港從（『一國兩制』）中得益，香港市民也從中受
益……總體上說，香港人應當對（香港）基本法作出
的安排感到滿意；香港回歸後，內地在香港經濟困難
時期施以援手，香港人也理應感到知足。在我看來，
整體成果是非常積極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鐵娘子）的私人秘書、現任上議

院議員鮑威爾日前表示，英國從無帶給香港民主是因為憂慮香港回歸後會民主倒退，但《中

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中國充分履行聲明承諾，香港至今仍是高度自治、維護法治的自由社

會，符合英國當年對香港的「最高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日前指
出，「佔中」捐款露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端倪。立
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
星昨日指出，所有涉事者從未向傳媒投訴密件是偽造
的，更從未清楚交代資金來龍去脈，所為何事不言而
喻。他相信，梁振英身為特首，發表言論都會有根有
據，惟他所掌握的資料，由於涉及國家安全，性質敏
感，不能隨便全部公開，外界不應因此而提出質疑。
吳亮星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一般香港市民
難以掌握一些涉及國安性質的資料，包括一些資金如
何透過銀行交到有關人士手上，而這當中還有很多線
索可以跟進，包括哪個單位進、哪個單位去，誰人簽
收、誰負責交付等，這些都超越一般市民的常識，一
般人所知肯定未必詳盡。
他續說，一些收款的收據、發出的單據，都可證明

金錢的來龍去脈，包括哪些錢來自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或哪些錢來自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而這些
來龍去脈全可透過銀行線索或黑客透過網絡取得的資
料去證明。

強調特首言論有實質根據
吳亮星強調，身為特首，應該是基於一些實質的根

據提出意見，不可能貿然發表沒有根據的言論，而這
些資料是否來自國安人員，公眾也無法評論。但他相
信涉及國安的問題，香港作為中國一部分，涉及國家
安全「如果話國安部門無介入，相信你都唔會信。」
在被主持問到傳媒早前所披露的資料是否就是來自

國安機構時，吳亮星笑言他不會知道，相信普通市民
也不易知道，但傳媒能夠披露，必定有其來源，如果
傳媒披露這些資料是捏造的，涉事者可透過香港法例
控告傳媒誣陷或偏離事實。新聞機構作為專業機構也
不會隨便報道。

就梁振英曾表示，會在適當時候公開外部勢力干預
港事的證據，吳亮星說，涉及國安敏感資料，關乎國
和國之間的問題，不可能要求全部公開，在某些程度
下，也非特首所能完全公開，屆時如能公開又可滿足
公眾知情權的話，就應盡量透露。但他補充，包括美
國在內，也沒有一個國家會全部公開所有國安資料。
被問及梁振英呼籲香港社會應看看外部勢力介入港

事的相關資料，吳亮星坦言，所有捐款都會有要求，
如慈善機構會用於幫助弱者和有需要者，故他不相信
一個人或一個組織會毫無目的地派錢。
他特別提到，NED早已說明在香港已放了數以億計資

金，傳媒公開的密件也披露黎智英助手、原CIA要員的
Mark Simon替黎智英看守賬目，所為何事已「不言而
喻」。當這些外來資金不斷進入香港，這些人又含糊其
詞，「如果資金是無條件給予一些政界人士，你信唔信
呢？如果無條件不如畀慈善機構啦！」
吳亮星最後謂，香港社會有人要求公開這些收受外部勢

力資金者的資料，然而，香港尚未就涉及國安的香港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些危及國安的個人資料無從收集，
只能靠有關人等自願提供，阻嚇力不足，值得社會反思。

■鮑威爾表示，中國充分履行《中英聯合聲明》承
諾，符合英國當年對香港的「最高期望」。

改控「刑事藐視法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警方去年11月底

協助執達吏執行法院禁制令，清除旺角「佔領區」
時，拘捕了多名在場「佔領」者，包括學聯副秘書
長岑敖暉、「學生前線」成員鄭錦滿、社民連成員
陳寶瑩等12人，各人被控一項阻礙公職人員罪，昨
晨在九龍城法院提堂。基於律政司考慮到《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第十一條說明不能「一罪兩審」，遂
撤回對12名「準被告」的有關指控，改控較高刑罰
的「刑事藐視法庭」，交由高院審理。
另外涉於11月25日，在旺角「佔領區」清障其間

襲警的7名被告於同日提堂，被告學生羅偉邦(19歲)
及梁志偉( 20歲)等皆否認控罪，其中一人毋須答
辯，但均獲法庭撤回旺角「禁足令」。而學生前線
成員鄭錦滿（26歲）亦否認一項阻礙公職人員罪。
裁判官准各被告以300元至500元保釋，案件押後至
2月至3月初再訊。

鐵娘子
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