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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昨天召開記者會，認同
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事
實上，「港獨」綑綁「佔中」，引發了香港回歸
以來最嚴重的暴力騷亂，不僅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而且嚴重影響經濟民生，破壞法
治，並導致本港社會嚴重分化，後果嚴重。董建
華強調對「港獨」不能掉以輕心，提醒港人高度
警惕「港獨」的危害性，齊心合力遏止「港獨」
蔓延。

董建華高度讚揚梁振英的施政報告內容充實，
遠景清晰，「切切實實」地具體闡述香港一連串
維護法治、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重要議題，體
現特區政府「緊貼民意」。董建華強調，施政報
告「重法治」3個字，凸顯國家憲制和法治對香
港的重要性。「佔中」最危險的動向是挑戰國家
憲制，挑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蛻化為一場分裂
國家和分化香港社會的「港獨」行動，凸顯「港
獨」與「佔中」綑綁的嚴重危害。

施 政 報 告 點 名 批 評 港 大 學 生 會 刊 物 《 學
苑》，是對「港獨」蔓延的一個警示。董建華
的表態，顯示了社會各界皆高度認同和讚揚梁
振英對「港獨」洞幽燭微，當頭棒喝。《學
苑》連篇累牘鼓吹「港獨」，多次發表「香港
革命」、「港人起義」等文章，赤裸裸煽動抗

拒中央。在「佔中」前夕，《學苑》更鼓吹「武
裝獨立」，主張「港獨」與「台獨」聯盟。更嚴
重的是，《學苑》鼓吹的「港獨」理念、「武裝
獨立」暴力手段、「兩獨合流」策略，都已全部
通過「佔中」變為行動。正因為「港獨」綑綁
「佔中」，所以才對國家安全和「一國兩制」造
成空前的嚴重危害。

李登輝、陳水扁主政台灣期間，「台獨」成為
台灣社會亂源，「台獨」製造社會紛爭，令台灣
社會撕裂、政局動盪、經濟沉淪、民生凋敝。
「港獨」綑綁「佔中」，不僅把「台獨」禍害台
灣的種種亂象引入香港，而且危害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施政報告批評《學苑》鼓吹「港
獨」，警示絕不允許「港獨」挑戰國家憲制和香
港法治，完全是有的放矢。

「一國」主權事關民族大義，事關港人根本福
祉，絕大部分港人對「一國」主權的認同毫不含
糊，「港獨」綑綁「佔中」之所以徹底失敗，特
首梁振英提出應該警惕「港獨」言論之所以得到
社會高度認同，就是因為絕大部分港人都反對
「港獨」，都絕不允許「港獨」在香港社會蔓
延。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就必須反對任何
搞「港獨」的圖謀，這不僅符合國家利益，也符
合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

「港獨」綑綁「佔中」危害嚴重
國家統計局昨天公布 2014 年 GDP 增速為

7.4%，是自 1990 以來最低的一年。有市場意
見認為，中國經濟在 2014 年呈現的放緩態
勢，可能是長期衰退的前奏。這種看法並不正
確。事實上， 7.4%的增速不僅已完成中國去
年年初確定的「7.5%左右」的預期目標，而且
是在延續30多年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蹟之後保
持中高速增長，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
態」，不存在衰退的問題。

2014年，中國的GDP首次突破10萬億美元
大關，成為繼美國之後又一個「10 萬億美元
俱樂部」成員，GDP總量穩居世界第二，是
日本的兩倍。在如此龐大的經濟體積下，7.4%
的增速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仍名列前茅，由此
產生的8000億美元的經濟增量，相當於一個
中等國家的 GDP。中國經濟已經步入「新常
態」，經濟增長由超高速、高速轉入中高速，
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品質
效率型集約增長，更加注重環境資源的平衡，
尊重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有利於中國經濟
持續健康發展。

中國經濟保持 7.4%的增速，是「穩增長、
調結構」的成果，中國逐步減少對投資及製造
業的依賴，堅持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去年

儘管重工業等傳統行業遭遇困境，但與網絡和
電子商務有關的新產品、新行業、新商業模式
不斷湧現，網絡消費、網貸、電信消費及信息
的消費方興未艾，中國經濟向中高端邁進勢頭
明顯。去年，中國服務業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
重、服務業的增長速度，均超過第二產業和第
一產業，意味着中國經濟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
主導轉變加快。

目前，在油價下滑、地緣政治不穩的影響
下，通縮壓力加大，中國經濟仍面臨嚴峻挑
戰。但是，中國擁有雄厚財政儲備和有效調控
手段，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新興產業、高
技術產業成長，提升經濟品質，完全可令中國
經濟行穩致遠。同時，隨着「一帶一路」戰略
的落實，促進以雙邊多邊自由貿易為重點的開
放型經濟新格局，帶動貿易、金融等領域釋放
出新的開放紅利，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加速
器，也為沿線國家提供更多投資、貿易機會，
並對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積極貢獻。

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將產生巨大需
求，香港可發揮在金融、服務業的優勢，把握
國家進一步開放的機遇，拓展香港發展空間，
開創香港經濟發展的新格局。

（相關新聞刊A6版）

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不是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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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廿三條立法可公開討論定細節
實施全國性法律須依基本法 先考慮特區內部落實保障國安憲制責任

葉國謙：廿三條立法港有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
昨日表示，國安法對內地及本港都非常重要，然而，任
何全國性法律要在香港實施，要根據香港基本法程序，
吳秋北的計劃是言之過早，現階段提出並不適用。
葉國謙相信，社會會關心本港有否迫切性就國家安全
問題立法，香港是國家一部分，從香港角度看，港人有
公民責任就第二十三條立法，但須先經本地討論。

葉太：公開諮詢討論更透明
行政會議成員、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認為，因應國
家安全，本地立法會立法時會經過公開諮詢及討論，程
序更具透明度，由特區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比透過全國
人大將國安法加入附件較好。而且，本地立法較依據普
通法原則，嚴謹處理每項罪行的界定及細節，國安問題
在港透過本地立法處理會較理想。
她說，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已列出在港適用的全國性法
律，例如國旗、國徽等，全國性法律在港實施有先例。
香港回歸17年仍未能就第二十三條立法，或會引起中
央和部分人大代表擔心，認為亦需以全國性法律方式，
在香港通過與國安有關的法律規定。
至於去年9月發生的「佔領」行動會否促使有關立法
工作，葉劉淑儀認為難以評估，不過，「佔領」行動暫
時和平結束，特區政府有否掌握包括外部勢力介入等其
他資料，有待特區政府公開。

馬逢國：自行立法毋須改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

界議員馬逢國認為，全國性憲法有凌駕性，吳秋北的建
議在憲制概念上沒有問題。不過他指出，香港基本法表
明特區政府自行就第二十三條立法，現階段毋須改變。
吳秋北的建議只屬個人看法，不會影響「一國兩制」，
全國人大會議亦無提出相關討論。
馬逢國估計，有港區人大代表會認為，本港遲遲未能
就第二十三條立法，如有適用的法律可先行實施，直至
第二十三條完成立法為止。不過，他個人沒這方面想
法。

黃國健：技術可行還看現實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亦指出，建議的具體情況

在工聯會內沒有討論，吳秋北只是在回應傳媒時坦率
說出自己的個人看法，他會尊重吳秋北的言論自由。
至於建議雖技術可行，但須視乎政治現實及社會有否
共識。

王敏剛：可先就廿三條立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表示，未聽過吳秋北的具體
提案內容，但亦認為可先就第二十三條立法，二十三條
不涵蓋的內容，則可考慮是否引入國安法處理。
對於各界有關國安法和第二十三條的意見，吳秋北昨

日向傳媒表示，由於他的建議未有具體內容，暫時不作
補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則表明，不
會支持吳秋北的建議，也不相信36位港區人代中會有
很多人支持，認為有關建議沒有針對性，很不適合現時
提出，尤其在這個敏感時刻會挑起一些情緒，是「藥石
亂投、頭痛醫腳、莫名其妙、不知所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前日建議，

將國家安全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以保障國家安全。有行政會議成員和多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昨日認為，本地立法可因應本港情況公開討論和定立細節，較以全國性法律處理國安問

題合適，在香港實施全國性法律也要按照香港基本法程序，目前應先重點考慮以香港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在香港特區內部自行落實有關保障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反對派對號入座 攻擊吳秋北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
秋北將內地國安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內的建議，激起
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的神經。反對派頭目昨日「傾巢而
出」，聲稱有關建議「挑戰」香港基本法，不尊重「一
國兩制」，又指引入國安法就是要「打壓」港人言論自
由。
公民黨黨魁、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昨日向傳媒稱，香港
基本法第十八條列明，只有涉及國防和外交等全國性法
律，才可被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內，質疑吳秋北對
「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一竅不通」，建議是「摧
毀『一國兩制』」，「構思膚淺」。民主黨主席、立法
會議員劉慧卿亦稱，吳秋北的言論是「挑戰」香港基本
法和港人。

屈欲將異見者「收監」

工黨主席、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聲稱，內地常以國安法
內的顛覆國家政權罪「打壓」異見者，將國安法引入香
港，明顯是要「打壓」言論自由，反問吳秋北是否要利
用國安法將年輕人及其他異見者「收監」。
本身是資深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認為，吳秋北

的建議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他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清楚說明，香港的國安問題應自行立法處理，看不到
憲法上有任何空間，可將全國性法律凌駕第二十三條。
他聲言，「一國兩制」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制度，希望
關心「一國兩制」的人，發表言論時要小心考慮「一國
兩制」的象徵性意義，以及特區政府依照香港基本法辦
事的重要性。
湯家驊又謂，理解中央的擔憂，但仍需尊重香港基本
法，強調目前不是適當時候就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亦
看不到國家安全在香港受到任何威脅。

反對派不惜扭盡六壬為「佔領」行
動「保溫」。由多個民間反對派團體
湊拼而成的「民陣」，率先搶閘宣布
於下月1日舉行大型遊行。由於今次

是「佔領」結束後首個大型遊行，各團體為擦亮招
牌忙於動員，聲稱期望有10萬名市民參與，以「保
持氣勢」。反對派計劃借用「港獨」歪風催谷，為
特首梁振英批評《學苑》的言論套上「打壓言論自
由」的罪名，作為今次遊行的主調，似乎未能掌握
「後佔領」的氣候。

較早前「民陣」打出「唔要假民主，我要真普
選」為主題，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原來的政改
決定，希望有5萬人參加。有反對派人士指出，反對
派政黨對今次的遊行大吹淡風，直到目前為止還未
讓出街板的位置，給「民陣」掛宣傳板，令「民
陣」感到極之不滿。該人士更強調，今次是「後佔
領」的首場遊行活動，應該傾盡全力動員上街，向
特區政府「展示力量」。

普選議題欠吸引力
該人士表示，直到目前為止，仍然無法掌握最新

的政治形勢，認為單打出「要求真普選」的口號吸
引力不大，又得悉反對派有意借用「港獨」歪風，
拿近日梁振英批評《學苑》的言論大造文章，包括
套上「打壓言論自由」的罪名，將遊行「提升到較
高層次」，預計可以吸引到一眾「熱血年輕人」、
學生等。

但是，該人士就擔心，79天的「佔領」激怒了很
多中間派的市民，同時也難以評估市民對「港獨」
的態度，反對派有見及此只能暗地裡宣傳，「若市
民反應熱烈的話，便可以說沒有動員都有逾10萬市
民參與，證明市民不滿情緒如此強烈。反之，若市
民反應冷淡，就轉變策略，強調但求表達意見，不
求人數多寡。」該人士指這樣安排可達到「進可
攻、退可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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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炳良：《學苑》播「獨」須深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梁振英於上

周發表的施政報告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
苑》，並呼籲社會警惕有關刊物的錯誤主張。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表示，《學苑》向來具爭
議性，過往亦曾發生火燒《學苑》事件。他又指，
自己相信言論自由，行政長官梁振英亦有言論自由
去表達其看法。

張炳良昨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表示，《學苑》的文
章內容向來具爭議性，即使他當年參與學生會期
間，校內都曾發生火燒《學苑》的事件，梁振英亦
有言論自由表達其看法。他表示，注意到反對派當
中至少有兩個政黨表明不贊成「港獨」，而若年輕
一代存有該想法，由於涉及基本的主權與體制問
題，社會的確需要深思。

「本土」團體死撐「港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日不斷推

波助瀾，令「港獨」的危險思潮不思收斂。多個宣揚
「本土意識」的民間團體，包括新民主同盟、香港本
土、人口政策關注組、北區水貨客關注組、中大本土
學社等，昨日繼續歪理連篇，聲稱真正的「一國兩
制」，就是「河水不犯井水」，「香港問題、香港解
決」，又指特首梁振英對《學苑》刊物的評論，是對
「本土」進行打壓。他們又揚言，未來「本土」組織
會「更加團結」，將嚴陣以待「回應」特區政府的各
種行動云。
一眾鼓吹「本土意識」的民間團體，昨日高調召

開記者會，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聲言，這股
「港獨」的風氣，完全是特區政府施政失當，「剝
奪」港人「真正自決」的權利所引致。他又稱，特首
梁振英公開批評《學苑》刊物，是踏出打壓「本土」
的第一步。因此，多個「本土」團體決定「聯合陣
線」，準備一份「本土約章」，維護「本土權益」
云。

出席同一場合的「香港自治運動」發言人劉有恒
揚言，若要消除「港獨」思想，應凡事以港人為優先
考慮之列，任何政策及施政，須由港人自行決定，以
達到「河水不犯井水」的原則云。范國威更聲言，中
央及特區政府挑出「港獨」言論，只是給建制派批評
「本土」的工具，預計最終將會變成「維園阿伯」式
的語言。

■多個宣揚「本土意識」的民間團體昨一同舉行記
者會。

■■葉國謙葉國謙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 ■■馬逢國馬逢國 ■■黃國健黃國健 ■■田北辰田北辰 ■■王敏剛王敏剛

「民陣」欲屈特首打壓《學苑》谷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