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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所謂的自由，其實是由上而
下來的，毫不自覺這不是靠自己爭取
得來的自由，總有一天會被收回。
（苑論：無私無畏即自由。副總編輯
陳雅明）
■香港本土運動如日中天，本土論述
漸趨完整，本土運動得到香港年輕人
支持，香港未來的政治主流，必定是
本土運動。（苑論：無私無畏即自
由。副總編輯陳雅明）
■既然上一代沒有完成香港民主運
動，沒有勇氣完成香港民主運動，那
就由這一代的香港大學生來完成吧！
香港大學生自己主導一場香港民主運
動吧！（苑論：無私無畏即自由。副
總編輯陳雅明）
■失去主體性的結果，就是經濟空洞
化，政治上失去自由，皆是無可避
免。（「2046 香港盡頭」引論。副
總編輯陳雅明）
■我們無可否認錯過了在中英談判時
決定自己命運的時機，但是不代表機
會不再重臨，在現時政改等重要議題
上，本土意識或能成為與中共博弈的
策略工具。（「兩制已死 本土自
強」，新聞編輯周志輝）
■擁護本土意識不一定帶來真普
選，……更重要的是不再遭「民主回
歸祖國」的「情花毒」左右港人思
維。（「兩制已死 本土自強」，新
聞編輯周志輝）
■當年建設「兩制」本為「一國」服
務，意在馴化港人，搾取資源。……
他朝若優勢消弭，必吞亡之。（「香
港——中共經濟回魂的屍囊」，專題
編輯甄健華）
■回歸一刻，香港壽歲已然進入倒
數，大限之期定於 50年亦不過參
數，……或香港失去價值，港亡之日
將不遠矣。（「香港——中共經濟回
魂的屍囊」，專題編輯甄健華）

早在2013年5月號出版的《學苑》，就以「佔領中環 香港革
命」為專題，提出對「佔中」的看法，此時正值「佔中三

丑」戴耀廷提出違法「佔中」概念後僅4個月。

《佔中》策略與「佔領」行動極似
在其中一篇《佔領中環2.0全民起義統一陣線博弈制勝智取中

共》的文章，詳細論述了學生對「佔中」的目標和策略，這包
括：「以佔領中環為契機團結所有香港人；紮營於中環要道，面
對解放軍總部和添馬艦，以「廣場政治」挑戰極權；要封鎖主要
幹道，包括夏慤道、金鐘道和龍和道」等等。這些主張，與1年
半後違法「佔中」行動發生時，學生所使用的「佔領」方式有驚
人的相似之處。
而在該專題文章發表後，當時就有輿論指出，無論「佔中」活
動是否真的會發生，但有關文章的觀點已是將香港擺在國家主權
的「對立面」，明顯有「港獨」主張的端倪，必須予以批評。
為了令到違法「抗爭」行動能自圓其說，《學苑》除了在
2014年2月號公然發表「探討港獨」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主」
專題外，又在4月號再發表「2046 香港盡頭」的專題文章，大
肆抹黑中國政府對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聲稱，當「50年不變」的承諾結束時，就是「香港的盡
頭」。
時任《學苑》副總編輯的陳雅明在該期的「苑論」（類似社

論）中發表約2,700字的長文，極力鼓吹「港獨」思想，宣稱
「香港本土運動如日中天，本土論述漸趨完整，更重要的是，本
土運動得到香港年輕人支持，香港未來的政治主流，必定是本土
運動。」並指「香港正處於自由最淪喪的年代，香港人若不抗
爭，補償一百多年來的怯懦，香港必定滅亡。」在文章的最後，
他並自我心理膨脹地稱：「既然上一代沒有完成香港民主運動，
沒有勇氣完成香港民主運動，那就由這一代的香港大學生來完成
吧！香港大學生自己主導一場香港民主運動吧！」

屈「兩制已死」煽「本土自保」
而在由新聞編輯周志輝撰寫的「兩制已死 本土自強」的5,000

餘字長文中，作者裝模作樣地回顧歷史，指「從八八直選到現
在，香港人爭取普選20多年」，並稱鑑於「港人實現『真普選』
的機會依然渺茫」，因此要「改變策略，於『霧鎖香江』之際開

拓前路。」
文章指香港「崛起的本土意識」對香港是「以此為家」，認為
「不是一個借來的地方」，因此「我們無可否認錯過了在中英談
判時決定自己命運的時機，但是不代表機會不再重臨，在現時政
改等重要議題上，本土意識或能成為與中共博弈的策略工具。」
文章最後呼籲港人用「本土意識自保」，指「擁護本土意識不一
定帶來真普選，……但更重要的是，不再遭『民主回歸祖國』的
『情花毒』左右港人思維。」
另外一篇由專題編輯甄健華所寫的「香港—中共經濟回魂的
屍囊」長文中，更用「陰謀論」來解釋內地為何與香港加強經濟
合作，指「當年建設『兩制』，意在馴化港人，搾取資源。……
他朝（香港）若優勢消弭，……必吞亡之。」並稱，「其實回歸
一刻，香港壽歲已然進入倒數，大限之期定於50年亦不過參
數，……或香港失去價值，港亡之日將不遠矣。」

涉世不深滿口胡言 令人擔憂
在大肆發表種種謬論後，甄健華話鋒一轉，稱「香港人為經濟

盲目了許多年，他們避談政治，親手放棄了自治權。也許打從中
共決定以經濟戰略同化香港的一刻起，我們的香港就已經註定要
死亡了。」許多社會人士紛紛指出：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學生，
由於不了解中國歷史和香港現狀，導致其思想幼稚偏激，滿口胡
言。如果聽之任之，將令人對香港的未來非常擔憂。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記者 齊正之齊正之））香港大學學生香港大學學生

會屬下刊物會屬下刊物《《學苑學苑》》在去年的期刊中多次發表在去年的期刊中多次發表

「「香港民族香港民族 命運自主命運自主」、「」、「香港民主獨立香港民主獨立」」等等

煽動煽動「「港獨港獨」」的專題文章的專題文章。。其實其實，《，《學苑學苑》》公然公然

發表這些極端言論發表這些極端言論，，並非是單純的學術探討或社並非是單純的學術探討或社

會研究會研究。。本報翻查本報翻查《《學苑學苑》》在近兩年的期刊在近兩年的期刊，，發發

現現《《學苑學苑》》曾多次發表曾多次發表「「香港革命香港革命」、「」、「港人起港人起

義義」」等文章等文章；；而在去年而在去年 44 月號中月號中，，更發表更發表

「「20462046 香港盡頭香港盡頭」」的專題的專題，，聲稱聲稱「「兩制已兩制已

死死」，」，呼籲呼籲「「本土自強本土自強」。」。有輿論指出有輿論指出，，其所謂其所謂

「「本土本土」，」，其實就是其實就是「「港獨論港獨論」」的翻版的翻版，，對這些對這些

嚴重違背嚴重違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言論的言論，，必須予以高度警必須予以高度警

惕和及時揭露惕和及時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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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任《學苑》副總編輯的學聯秘
書長周永康，利用掌控學聯的權力，
早在「佔中」前就出版小冊子，發表
「命運自決」、「重奪屬於我們的未
來」等煽動性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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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鄺 民 ■版面設計：林偉棠 2015年1月19日（星期一）

據本報調查顯示，
《學苑》2013年度編
輯委員會多位成員深
受「港獨」思潮所影
響，任內編輯出版了
多個宣揚「港獨」的
專題。同時，時任總
編輯的梁繼平等人，
也是違法「佔中」的
積極參與者，其言論
較偏激，甚至撰文支

持少數人衝砸立法會大樓的暴力行為。
本報翻查資料，看到《學苑》2013年度編輯委員會主要

成員在2013年當選時，均是20歲左右的大學一年級學生：
時任總編輯的梁繼平在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與法學），
時任副總編輯的王俊杰在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時任副總
編輯的鄭梓豐則在文學院。他們分別在1993年至1994年期
間出生，都屬於典型的「九十後」。其中王俊杰更為去年9
月出版、由《學苑》編印的《香港民族論》一書寫序，該
文章鼓吹「香港建國視為香港民族最終目標」云云，其
「港獨」思想不言而喻。

為什麼這些入世不深的青年學生，竟然會精心炮製了一
系列鼓吹「港獨」的專題？據他們稱，「過去自己的國民
意識也很濃烈，和上一代無異」，但「近年假日到旺角，
看到很多內地人士，周圍都是金舖和藥店，似乎再沒有屬
於香港人的空間，才開始重新認識本土。」

幼稚極端 受外部勢力煽動
據悉，他們除了思想幼稚，觀察問題角度偏激和極端之

外，也正是受到當時外部勢力煽動和反對派發起的排外
「驅蝗」行動所影響。在去年2月的封面專題中，《學苑》
甚至刊登了一篇《香港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的文
章，甚至提出「讓全港選民就香港前途進行公投：是『獨
立』還是維持『一國兩制』。」

在去年反對派發起的違法「佔中」行動中，梁繼平等人
的極端本土思維發展到了行動的層面，他們不單積極參與
其中，在金鐘等地區堵塞交通，還同情並「讚美」「佔
中」引起的暴力行為。當少數激進分子暴力衝砸立法會大
樓，受到社會輿論強烈譴責時，梁繼平卻在其個人臉書上
撰文，為這些暴力行為辯護。

他聲稱：「和平成為了作繭自縛的魔咒，完全窒息群眾
的抗爭意志和行動力。」「我們只要用理性分析，撞碎玻
璃不涉及人身傷害，只屬財物毀壞，亦不至縱火危害人
命，從抗爭角度而言，即使是暴力，不是屬於可接受的程
度嗎？」他還極力贊成學聯要將行動升級的做法，稱「我
們唔好再呃自己留守落去會贏，幾時肯升級？抑或我們已
經錯失最好時機？」

據悉，反對派中的激進勢力，對梁繼平等《學苑》成員
甚為欣賞及支持。梁繼平支持衝砸立法會大
樓的文章一出，就得到了激進分子紛紛「叫
好」，代表激進勢力的《熱血時報》亦予以
轉載。 ■記者 齊正之

「九十後」編委 遭「港獨」荼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齊正之）在去年9月28日
違法「佔領」行動正式開始後，《學苑》趕在10
月1日出版「號外」（見右圖），聲言「香港最
重要的歷史時刻到了」，直言該行動「絕非和平
佔中」，並公布所謂「長期癱瘓港九」等「戰
術」，如同為這次曠日持久的「暴力」事件發出
「行為指南」。
在去年10月1日出版的《學苑》「號外」上，
大標題是充滿「港獨」意識的「雨傘革命 港人
起義」，指「香港最重要的歷史時刻到了，希望
來了，香港人現時絕對不能走錯一步，必須認清
形勢、目標、戰術。」指目前的形勢是「沒有領
袖，不用領袖，慎防某些團體騎劫」，「絕不是

『佔中三子』說的『和平佔中』」這番言論，和
「佔領」期間一些自稱「本土派」組織的講法不
謀而合。
而在談該違法行動的「最終目標」時，「要真

普選，要廢除功能組別、堅持公民提名」，並宣
稱「永不撤離，直到民主凱旋歸來！」

聲稱勿集中人力物資 清場轉據點
至於「革命的整體戰術」，「號外」公布的大
原則是：「據點游擊戰，長期癱瘓港九」。並具
體稱：不要將物資、人力集中在某一個據點；清
場時，群眾就移動到其他據點，用據點游擊戰
術；先鞏固金鐘、銅鑼灣、旺角的據點，然後才

擴展『佔領』據點；現在是持久戰，要組織人統
籌物資，守着物資，以免肇事者毀壞。」
「號外」並鼓吹，「『佔領』區是香港人的

光榮戰場；只需立下決心的公民抗命戰士；大
家更加不要撤退，令留下的戰友孤立無援，成
為犧牲品。」

「號外」鼓吹「游擊戰」癱港九

■■《《學苑學苑》》編委會設於香港大學太古樓方樹編委會設於香港大學太古樓方樹
泉文娛中心內泉文娛中心內。。 齊正之齊正之 攝攝

■■王俊杰昨王俊杰昨
出席出席《《城市城市
論壇論壇》。》。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學苑》去年4月號以「2046 香港盡頭」作專題。

■■近年有極少數近年有極少數「「港獨港獨」」分子示威搞事分子示威搞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學苑》辦公室外牆上仍貼有2014年2月號
的「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及9月號「香港民主
獨立」的封面。 齊正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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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吸獨」港人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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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特區政府尚未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及向立法會
提交政改方案，反對派已表明杯葛、反對。被問

到政改方案通過不了責任誰屬，陳勇昨日表示，各方也
有一定責任，但最大責任一定是杯葛諮詢、投反對票、
損人不利己的人，「邊啲人話乜都唔要，寧願反枱，寧
願將啲嘢扔落地下都唔畀人食，佢嘅責任絕對大。」
他又指，選民應該反思在上次選舉時是否被人誤導，
投票予一些只為自己利益做事的候選人。

「逢8．31必反」憂普選「凍過水」
全國人大常委會於去年8月31日作出的決定，並無明
確提到「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分析指今後特
首普選都將按照此決定。陳勇擔心如果反對派繼續「逢
8．31必反」，並繼續在立法會取得超過三分之一的議
席，普選隨時「凍過水」。坊間已有意見認為要在下年
立法會選舉「票債票償」，運用手中選票，踢走破壞香
港民主進程的議員。
他說，民主黨在2010年政改的最後關頭「轉軚」支
持，令香港政制向前行，希望包括民主黨、民協及部分
公民黨議員，是次能夠有承擔的投下支持票，並指連反
對派的調查也顯示民意希望先把政改通過，若他們願意
跟隨民意，下次選舉所得的溫和、理性票隨時比失去的
激進票為多：「唔可以選完之後我就係皇帝，選緊嗰時
先至係公僕，即使自己唔鍾意，都要尊重民意。」

陳勇並引用三國時期劉備告誡其子劉禪的名言，呼籲
反對派「勿以善小而不為」，認為即使他們覺得民主進
程的這一步不夠大，也不能否認這是較現時為大的進
步。

「佔」累無時間商增提委會民主成分
在第二輪諮詢文件中，特區政府並無提到如何增加提
委會界別分組及擴大選民基礎。陳勇批評「佔領」令社
會兩極化，浪費兩個多月時間去「佔領」及「反佔
領」，更令公眾對政治爭拗反感，討論時間及氣氛都沒
有了。他續說，如果當初沒有「佔領」，特區政府按時
間表早早展開第二輪諮詢，會有時間討論增加提委會的
民主成分，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說過，現階段再大
幅度調整提委會界別分組並不現實。
有意見質疑第二輪諮詢空間有限，陳勇回應指，「入

閘」門檻、「出閘」人數及程序、投票安排等等仍然可
以商討，但關鍵是反對派是否想要2017年普選，若他
們不以玉成政改這件喜事為前提，再談技術細節根本無
用，「佢根本就唔想結婚，咁傾邊個係新娘子、點樣擺
酒、人情點計、點樣生BB，意義不大。」
新界各界今日舉辦政改諮詢會，陳勇預告林鄭月娥、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和副局長劉江華將會出
席，諮詢會以是次政改機不可失，支持500萬合資格選
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為主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特區政府形容2017年特首普選

機不可失，但香港反對派卻稱通過政改方案「得不償失」，政改

進程陷入膠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昨

日接受本報專訪時強調，政改方案若被否決，損人不利己的反對

派要負責任。他希望反對派能順應民意對政改方案投下支持票。

他又認為反對派若繼續「逢8‧31必反」，選民會於下年立法會

選舉「票債票償」。

年輕人本身一時反叛屬於正常，但香港青年多次提出
要香港反叛於國家的「港獨」主張，就引來特首梁振英
於施政報告中批評。擔任社工多年的陳勇昨日對此現象
感到心痛，並以吸毒來形容「港獨」，指青年或許一時
貪玩、受朋友唆擺或被迫吸食毒品，但最終都會令成年
人傷心，只因對前途無限的他們仍有期望。

「戒毒」要知道「老竇姓乜」
被問到有何「戒毒」良策，陳勇指中國人最重要是

「知道『老竇姓乜』」，需要了解祖先的歷史，「可能
歷代祖宗出咗好叻嘅人、好平庸嘅人甚至行差踏錯嘅
人，你了解之後就可以為自己同屋企進行趨吉避凶。」

他認為歷史雖然可以很沉悶，但青年要重視這一門學
問，才可知榮辱、知得失，建議中國歷史
科在初中重新獨立成科：「我相信所有父
母都會認同，如果自己的小朋友連『老
竇』姓乜都唔知，你擔唔擔心？一定擔
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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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票守尾門」恐本末倒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特區政府政改第二輪
諮詢正式展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者
陳弘毅提出「白票守尾門」、「綑綁名單制」等建議，
引起社會討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昨日表示，「白票守尾門」或「綑綁名單制」在
執行上或許會跟學術討論上有分別，實際上會難以執
行，而選舉是選賢擇能，用白票否決候選人恐怕是本末
倒置。

易變「諗辦法拉倒候選人」
陳勇昨日分析指，選舉是選賢擇能，但「白票守尾
門」的方法卻有點本末倒置。因為一旦用白票來「守尾
門」，將來的選舉文化就會變成「諗辦法點樣否決或拉
倒候選人」，而不是積極揀一個適合的候選人出來。
他又表示，民主選舉是大多數人贊成，而非要全部人
贊成，「用『剔』好過用『交叉』。」認為是否過半數
支持才可出閘，才是積極的想法。

陳弘毅的「白票守尾門」方案又提到，如投「白票」
的選民超總數的百分之五十，選舉將無效，提委會需另
選一名「臨時特首」填補空缺。陳勇認為，這會出現一
個「甚麼都做不到」的臨時政府，不利特區政府未來施
政。
陳勇同時贊同，負責「守尾門」的不應是香港市民，
而是中央政府，強調香港的政制發展亦須得到中央的認
同。「就算不考慮中央，亦要考慮香港市民。」陳勇表
示，現時不論左中右的政治團體、各界人士，均似乎不
太贊成此方案，故認為現時繼續討論下去，作用不大。

「綑綁制」或零「出閘」
至於「綑綁名單制」，陳勇同樣認為操作上有困難。

他指出，如有人不滿「綑綁名單制」中某位候選人，就
會不斷否決，最終可能會導致沒有一張名單能夠「出
閘」。故他表示，「綑綁名單制」在操作上有實際困
難，有一定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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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人大「決定」不可動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特首梁振英在
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
苑》鼓吹「港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
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昨日認為，隨社會網絡化、
資訊流通更透明，有些人因不了解歷史，容易受

他人誤導，「港獨」憂患比以前嚴重。他認為，
主流媒體一定要批評、譴責和阻止「港獨」思潮
繼續蔓延。

講「城邦論」終自焚
陳勇昨日表示，有些人初時講「港獨」、「港人
自決」、「城邦論」是貪好玩，「玩火係會自焚，
你而家覺得燒緊人，但最終都係會燒到自己，連累
整個香港。」他指出，年輕人有激情、沒有經濟包
袱，講話可以隨心所欲，但認為有些說話會刺激中
央政府神經，「講咗之後無彎轉」，代價太大，這
種傷痛往往需花長時間才可癒合。
陳勇認為，主流媒體一定要對有關「港獨」的

言行加以批評、譴責，「就像有人說吸毒是自
由，但實際是『不可一，不可再』，不能夠鼓
吹」，才可保存社會的正能量，阻止「港獨」思
潮繼續蔓延。他續指，可惜現時香港某些媒體或
黨派，一直都在煽風點火、鼓動「港獨」，有關
方面應加以警惕，故自己認同梁振英在施政報告
中點名指出問題所在。他希望香港媒體能告訴市
民大眾，「港獨」不代表主流，同時「宣揚守法
治、愛和平、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等觀念。

青年不熟國史 憂「車毀人亡」
至於《學苑》前副總編輯王俊杰日前聲言，內

地與香港的關係「是『指腹為婚』的盲婚啞
嫁」，陳勇對此表示，相信這些小朋友終有一日
會為自己的言論「抹一額汗」。他續說，現在有
些小朋友稱「《南京條約》仍有效，英國人要繼
續管治香港」，認為顯然他們不了解中國歷史，
已不再是意識形態問題，情況再嚴重下去的話，
將不會分是非黑白，最終只會「車毀人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昨日表示，堅
決反對激進反對派以策動所謂玉石俱焚行動，阻撓香港政制改革，藉
違法行動脅迫中央和特區政府。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8月31
日就香港特首普選問題作出的決定，是不可動搖的，鄉議局堅決支持
在人大框架下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
劉皇發昨日在鄉議局議員大會上表示，持續逾兩個月的「佔領」行

動嚴重損害社會、法治、經濟和民生，鄉議局堅決反對激進反對派人
士以脅迫行動，阻撓政改順利推行。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
港政改問題的決定，是不可動搖，鄉議局堅決支持在人大框架下實現
2017年特首普選。
他指出，由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歷史性選出治港領導人，符合絕大

部分市民願望和香港整體長遠利益，「政制向前跨出一大步，遠比原
地踏步好。」他透露，鄉議局會就政改第二輪諮詢，邀請特區政府負
責政改的官員下月到執委會講解諮詢內容。

■劉皇發強調，鄉議局
支持在人大框架下實現
特首普選。 資料圖片

■陳勇認為，主流媒體要對「港獨」言行加以批
評譴責。圖為本報早前的批評報道。 資料圖片

■■陳勇強調陳勇強調，，政改方案若被否決政改方案若被否決，，反對派要負最大反對派要負最大
責任責任，，呼籲他們呼籲他們「「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善小而不為」。」。 姚嘉華姚嘉華 攝攝

多謝各位新聞界朋友抽空出席。我先就特首施政報告
表示一下我的看法，之後，我很樂意回答大家提出的任
何問題。

深切體會「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
上周，梁振英特首以「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這
九個字為主題，發表了一份內容充實、願景清晰的施政
報告。這份報告切切實實地，將香港一連串維護法治、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重要議題，作了具體的闡述，體
現了特區政府緊貼民意的施政取態。我讀了這份施政報
告，對這九個字的主題，我有以下的體會。
「重法治」這三個字，凸顯了國家憲制和香港法治對

香港的重要性。我們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對法治的尊重，
我們集體在政改過程中對香港基本法和人大「8．31」
決定的遵從，我們在「一國兩制」的落實過程中，重視

「兩制」，亦重視「一國」，這些都是彰顯法治精神，
亦是香港社會安定繁榮的重要基石。
「掌機遇」這三個字，充滿生氣。在政制方面，我們
有機會在2017年實現500多萬香港市民，以一人一票選
出行政長官。這是香港前所未有的民主發展機遇。在經
濟方面，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估計在未來10年，中國
的GDP總值將由現在的9.5萬億美元，倍增至19萬億美
元。對香港來說，是一個非常難得的黃金機遇。我們要
認識到，香港只有繼續發展經濟，才能為社會增加財
富，推動民生。
「作抉擇」這三個字，就關乎我們如何選擇該走的道

路。抉擇之一，是我們必須要走發展而非停滯的路。近
年香港因為各式各樣的內部爭拗，拖慢了發展的步伐，
間接削弱了我們的競爭力，假如我們還在發展路上遲
疑，只會錯失機遇。抉擇之二，我們要選擇的是依法普

選、民主漸進、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民主道路，而
不是要不斷挑戰人大的決議的道路。我們亦要堅決維護
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主權，不容挑戰，這些都是
嚴肅的選擇。
其實施政報告就市民關心的議題做了很多分析，並提
出了具體政策。報告的亮點包括了好多市民最關心的議
題，例如維護法治和政制發展；推動金融、專業服務和
創新科技的發展；照顧房屋、土地和交通運輸的需求；
推展扶貧、安老、助弱，全民社保。而面對青年和教育
發展、社會老年化、醫療保障等等問題，報告亦有相當
的關顧。總的來講，我認為這是一份深解民情、實事求
是的施政報告。

籲客觀理性 謀共識落實利港政策
我非常明白，香港是多元社會，大家有不同的利益考

慮，有不同的承擔，不同的立場。我深信香港政府將會
繼續持開放態度，廣納民意。與此同時，我亦呼籲大家
要採取客觀、理性的態度，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以公眾
整體利益和香港長遠的福祉為依歸，謀取共識，讓政府
利港、利民的政策，可以盡早落實。
誠然，在今日的政治形勢下，政府施政的難度相當

高。在港英殖民統治的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港督權力
很大，議員都是委任的，政策的推行，儘管也有諮詢，

但一旦獲得以港督為首的行政主導系統拍板，就相對較
易落實執行。在立法會引入民選議員後，特別在回歸之
後，市民對特首、政府和立法會議員有更多更高的要
求。這種發展是民主進程不斷向前的體現，是可以理解
的。另外，跟西方模式比較，特首在立法會內並未有執
政黨的支持，所以施政過程亦變得特別艱巨。你們看看
近來立法會的拉布拖延政府施政便明白了。

盼議員顧港人福祉 配合施政
在這裏，我希望立法會議員，在考慮自己選票的同

時，也要考慮全體香港市民的福祉，配合政府利民惠港
的施政，以推動香港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
團結香港基金作為一個智庫，就施政報告提出的一些
重要的政策作出討論、研究，進一步向特區政府提出建
議，希望藉此幫助香港抓緊機遇。
各位記者朋友，趁今日這個記者會，我亦想講幾句心
裡話。我覺得，香港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今年就是一
個抉擇年，我衷心希望大家都會珍惜今日香港來之不易
的安定繁榮，做出明智的抉擇，為香港想，支持政
府，支持政改，勇敢邁出政改制度推進的第一步。我亦
相信，只要大家保持信心，攜手同心，團結一致，我們
一定能夠為香港創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施政報告實事求是 明智抉擇邁向普選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1月20日記者會開場講話稿

梁振英特首以「重法治、掌機遇、作抉擇」主題，發表了新年度施政報告。全國政協副主
席、前任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日舉行記者會，強調香港有機會在2017年實現500多萬香港
市民，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是香港前所未有的民主發展機遇。香港明智的抉擇，是堅
決維護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主權，不容挑戰；是依法普選、民主漸進、一人一票普選
行政長官的民主道路，而不是要不斷挑戰人大的決議的道路。大家在考慮問題的時候，應以
公眾整體利益和香港長遠的福祉為依歸。以下為董建華開場講話全文：

陳勇食飯喻普選：反對派不應反枱阻別人吃
指否決普選者需負責任 選民立選勢「票債票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