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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統基金會昨發表 2015 年經濟自由度指

數排名，香港連續 21 年獲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但在廉潔方面排名下跌。香港自由經濟體系

一再獲國際確認，值得高興，這是香港經濟持續

穩定、增長及繁榮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香港

今次評分與排第2位的新加坡進一步收窄，應有

危機感。面對新加坡在競爭力和經濟自由度方面

不斷上升的挑戰，本港應以客觀、冷靜和虛心的

態度，查找不足，鞏固優勢。本港廉潔方面排名

下跌，主要是有個別官員涉及貪賄影響市民觀

感，但事件被依法查處也反映香港廉政制度有

效。事實上，香港的貪污情況仍處於極低水平，

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廉潔城市。

根據今次自由度指數排名，香港在 10 項經濟

自由度評估因素中，營商自由、貿易自由及金融

自由方面都繼續居於第一位，投資自由排名第

二，在財政自由和勞工自由兩方面的分數也有所

上升。傳統基金會認同香港擁有高效透明的規管

制度、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成熟的資本市場，並

肯定香港依然是國際企業進軍內地的最便捷平

台。這些都是香港的獨特優勢。特別是香港作為

聯繫中國內地和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的「超級聯繫

人」角色，自由度指數排名第一有利吸引及留住

全球來港的企業及人才，增強本港競爭力。

但要看到，香港今年獲得評分總分為89.6分，

比去年低0.5分，與第二名新加坡得分差距收窄

到只有0.2分。照此趨勢發展下去，本港全球最

自由經濟體榜首的地位，會被步步進迫的新加坡

取而代之。本港近年糾纏於政制發展爭論，令經

濟民生議題泛政治化，導致發展舉步維艱。而剛

結束不久的違法「佔中」，嚴重損傷本港法治和

經濟元氣。自由經濟的基礎是良好的法治環境，

本港要保住經濟最自由桂冠應有危機感，修復法

治精神應受到社會各界高度重視。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因為近期較為矚目的

個案，可能影響了大眾對香港廉潔程度的觀

感。本港有個別前官員近期被裁定收受非法利

益罪成，但多月來的審判過程清楚顯示，涉及

貪賄的政府人員只是個別人的操守出問題，既

沒有證據證明是集團式貪污，亦不見其他官員

涉案，故此不能說，因為個別官員貪污就代表

整個香港的廉政倒退。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加

強透明度，暴露一些原來隱藏起來的問題或缺

失，難免影響市民的觀感，但政府加強透明度

整體來說是好事，有利於加強市民對政府的監

督，值得支持。

經濟自由度評分下跌 港應有危機感
政改第二輪諮詢期將於三月份結束，政改方

案的支持度正在不斷上升，不但主流民意支

持依法落實普選，各界人士亦不斷勸說反對

派應接受方案。然而，一些反對派議員繼續

擺出強硬態度，聲稱必須撤回人大「8．31決

定」。事實上，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

普選，合法合情合理。反對派中死硬派堅持

要否決按照人大決定制定的方案，是既不講

法：不按基本法辦事；也不講理：不理落實

普選所帶來的民主進步；亦不講情：不理大

多數市民希望依法普選的民情。死硬派如果

繼續堅持不講法、不講理和不講情的「三

不」，只會進一步將自身置於市民的對立

面，不但成為「普選殺手」，更成為市民唾

罵的對象。

第二輪政改諮詢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支持依

照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落實普選的民

意愈益高漲，反映廣大市民都希望在2017年行

使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權利。依法落實普選的

民意成為社會主流，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

是由於香港以至國際社會都清晰看到中央在政

改上的原則立場，人大「8．31決定」不能撼

動。違法「佔中」的慘敗已說明，中央在原則

問題上不會退讓，打掉了別有用心者的非分之

想，現時大家都面對現實，接受在法律框架內

落實普選。二是落實普選對香港社會有利，不

但可解決困擾社會多年的政制爭議，實現本港

民主發展的飛躍，而且落實特首普選之後，隨

即就可以處理立法會普選的安排，包括反對派

在內的所有政黨及從政人士，都可以在政制發

展中尋找到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是一個多贏的

結果。

然而，反對派中的死硬派卻堅持要否決政改

方案。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昨日竟

指，必定否決任何「受制」於人大「8．31決

定」的政改方案。人大「8．31決定」為本港

普選特首「開閘」，並且具有不容置疑的法律

權威性。梁家傑竟將嚴格按照人大決定辦事說

成是「受制」，反映其不尊重中央權力。中央

已經明確了普選的原則底線，基本法的規定必

須遵守，人大決定絕對不能撼動，落實2017年

一人一票選特首符合各界利益，撐政改推普選

已是大勢所趨。反對派中的死硬派如果仍然堅

持不講法、不講理、不講情的「三不」立場，

罔顧民情阻撓政改方案通過，必定遭到民意懲

罰，在選舉時付上沉重代價。

撐政改大勢所趨 死硬派「三不」攪局
A5 重要新聞

林鄭落區聽「荃民」政改心聲
解釋普選「五大好處」袁國強:願研助共識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長陳佐洱早前在一座談會上表示，香港部分青年的
國家公民意識「存在很大缺失」。教育局局長吳克
儉昨日指出，特區政府一直根據香港基本法、教育
理念及實際需要去推行教育政策，而在過程中歡迎
和珍惜各界不同人士給予的意見。他並透露，今年4
月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教育局會持續深化有
關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各項恆常工作，並會製作香港
基本法視像教材套及舉辦全港校際問答比賽等，加
深學生對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概念的認識。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工黨主席李卓人引用陳佐洱
早前在一學術研會上指，香港部分青年的國家公民意
識「存在很大缺失」，並認為教育局局長必須受到中
央監督等，要求當局交代各決策局局長在特區自行管
理事務範圍內的工作須否受到中央監督，及曾否收到
中央就特區的教育政策的指令或指示等。
吳克儉在回應時指出，根據香港基本法，中央有
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的實權。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一
百三十六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
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
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
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可見

（香港）基本法已清楚訂明教育屬於特區政府高度
自治的政策範疇。」
他並引述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大學法學院

教授陳端洪在本月8日的說話回應，指陳佐洱有關香
港教育的言論，並非以前中央政府官員身份，而是
以港澳研究會會員身份發表，「特區政府一向根據
（香港）基本法，和我們的教育理念及實際需要去
推行教育政策，而在過程中我們歡迎和珍惜各界不
同人士給予的意見。但我並沒有在教育政策方面收
過中央的指令和指示。」

中小學課程有相關學習元素
吳克儉並指，教育局一直重視推廣香港基本法，

有關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學習元素早已納入中、小學
課程內，但承認推動香港基本法教育需要與時並
進。為配合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的工作，加
上2015年4月適逢是香港基本法頒布的25周年，教
育局除持續深化有關香港基本法教育的各項恆常工
作，包括現有課程內容、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課
程、學與教支援等外，還會加強香港基本法教育的
其他範疇，包括製作視像教材套及舉辦全港校際問
答比賽等，以加深學生對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概念的認識。

需內地各省市助推國民教育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會上提到，留意到最近有

香港青年稱對國家「毫無感情」，「如教育會影響
學生對國家的看法和感情，那教育還是不是純粹的
香港事務，不受國家監督？」
吳克儉同意，推動國民教育不是單靠特區政府可

以做得到的，還需要依靠內地各省市、學校的協
助，如舉行交流活動，締結姐妹學校等，故新年度
施政報告提出了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行動期間，中
環、金鐘及銅鑼灣的電車軌道被示威者堵塞，嚴重影響電車
服務。據電車公司提供的資料，電車服務的每日平均乘客量
及車費收入均下跌三成，電車車長每日平均值班人數及車長
超時工作時數也錄得顯著下跌，但該公司現階段沒有計劃向
特區政府申請調整車費。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向特區政府提出書面質詢，要求

當局公開有關電車服務在「佔領」行動期間所受的影響。運
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以書面回指示，在「佔領」行動
期間，中環、金鐘及銅鑼灣的電車軌道被示威者堵塞，導致
電車東西行服務未能貫通，需要實施分段行駛。
據電車公司提供的資料顯示，在「佔領」期間，電車服務
的每日平均乘客量及車費收入均下跌三成。電車車長每日平
均值班人數及車長超時工作時數，亦錄得顯著下跌。其中，
車長超時工作時數由平常的約1.5小時大幅下跌至只有0.6小
時，跌幅達六成。同時，在「佔領」期間，電車公司需要在
西灣河車廠進行某些為維持電車服務而不可或缺的維修，為
此增設了一些設備，額外開支約為20萬元。

未計劃申加價
張炳良引述電車公司表示，雖然該公司仍承受營運成本增

加及車費收入減少的壓力，但現階段沒有計劃向特區政府申
請調整車費。另外，電車公司亦指出，在「佔領」行動期間
車長每日基本工作時數不變，但由於部分服務中斷，人手調
配須作出相應的靈活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堅持違反民意，要否
決任何符合建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的政改方案。香港特區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強調，落
實普選特首關乎700萬市民的福祉，立
法會議員應關注市民意願，勿以一黨
一己的利益，將個人意願加諸市民身
上。
林煥光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指出，由

於時間有限，在2017年對特首提名委
員會做「大手術」的空間不多，而落實
普選，是逐步走的過程，2017不會是終
局，目前應聚焦在人大「8·31」框架

下諮詢公眾，在有限空間內合理化實現
直選，令提委會在民主化方面向前走一
步或幾步。
他強調，落實普選特首，可以改善

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這關乎700萬人
的福祉，故呼籲立法會議員能聆聽及
關注市民意願，不要因為一黨一己利
益，將自己的意願加諸市民身上。被
問到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
學法律學者陳弘毅提出的「白票守尾
門」方案，林煥光表示，尊重陳弘毅
有自己的構思及想法，但認為香港社
會目前對此未有共識，「似乎不容易
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學民思潮」等
在「佔領」行動失敗後死心不息，早前更「邀
請」中學「邀請」他們到學校「播毒」。一批家
長昨日自發到沙田浸信會呂明才中學抗議，不滿
該校邀請仍有官司在身的黃之鋒到該校開講。他
們批評，該校此舉等同默認、鼓勵及認同用犯法
手段去爭取訴求。校方則指，校方不支持以違法
手法爭取訴求，是次講座為學生會舉辦的活動，
校方會再了解有關情況。
約10多名家長昨日下午自發到沙田浸信會呂明

才中學，高舉包括「之鋒犯法，理應伏法」、
「支持學生去『佔中』 教育不應傳歪風」、
「分享犯法、歌頌違法」等標語，對該中學容許
黃之鋒將歪理帶到校園表達不滿。

家長批做法等同默認犯法行為
活動發言人張先生批評，該校容許學生會邀請

鼓吹違法「佔中」的激進分子黃之鋒入校與學生
交流，等同默認、鼓勵及認同用犯法以至威迫手
段去爭取訴求，令不少家長感到震驚。他續說，
黃之鋒與學聯曾於2014年9月尾，為「佔中」揭
開序幕，衝入政總，涉嫌違法，但呂明才中學卻
引狼入室，荼毒青年，因此一眾家長特意到來向
校方強烈譴責，以表達家長的擔心。
參與者之一的劉小姐形容，學校明知黃之鋒的

主張，不應該讓他到該學校開講，「講者是有象
徵性意義，可能他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或一些
有卓越成就的人。學校容許黃之鋒在講座主講，
令學生會誤會走激進路線參與涉嫌違法的人，可
以成為社會英雄，向學生帶出錯誤訊息。」

劉漢棠：校方不支持違法手段
他們向該校副校長劉漢棠遞交請願信。信中譴責該校容許
黃之鋒到校交流，擔心他在校內會煽動其他學生犯法，並要
求校方應認真檢討，以免令學校再間接培訓一些違法的學生
做一些損民而不利香港發展的事。
劉漢棠其後承認，校方事前已得知該校學生會邀請黃之鋒
昨日參與學生會舉行的一系列有關社會事務的講座。不過，
他強調，校方並不支持以違法手段爭取訴求，而對是次事
件，校方會再了解，並適時公開回應。

近日有消息指，特區政府願意在政改方案決議案中寫明，2022年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根據香港實際情況及秉循

序漸進的原則修改。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回應稱，她對這承諾感到質疑，
又稱中央政府最初也曾承諾在2017年讓港人普選特首，現在卻「食言」，令她
對所有承諾都失去信心，故現應聚焦在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政改框架。

湯家驊批反對派搶「道德高地」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稱，反對派必定會否決人大「8·31」框架下的政改方

案，「唔好諗住要『泛民』揹黑鍋、食死貓。」早前稱只要中央承諾2022年
取消功能組別等，就會游說其他反對派支持政改方案的公民黨議員湯家驊也
稱，他不會接受有關建議。不過，他也批評反對派如果要玉石俱焚，大家都
應共同承擔後果，而不是推一些人出來「做衰人」，被千夫所指，自己就搶
佔「道德高地」，享受普選成果。
「香港政改關注組」成員兼民主黨創黨會員狄志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則
指，中央政策組上周集體訪京，與全國港澳研究會商討香港政改發展。他坦
言，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國家管治權的體現，港人不應再幻想可動搖人大框
架，反對派應「兩條腿走路」，抗爭亦要溝通商討，讓中央放心並非引進外國
勢力，「民主黨的溝通也是傾向政治姿勢。」事實上，多元策略能夠搭建更多
商討空間，「不達致最高理想就不接受，是不切實際的抗爭心態。」

方案可改善非終極
袁國強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回應說，「特區政府立場很清楚，即使2017年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獲得通過，不會是某些人所擔心的『終極方案』，往後不
可以改。無論是特區政府好，或中央官員也好，都在不同場合說過，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段列明，容許往後因應香港實際情況再繼續改善香港普選制度。
所以，無論說或不說，或文件上有無寫，在法律上來說都是仍然有空間
的。」
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也積極爭取市民支持。林鄭月娥昨日在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劉江華陪同下落區，是政改第二輪諮詢開展後的第一次。她和劉
江華向市民派發政改宣傳單張和紀念品。其間，多名青年上前表達意見，林
司長細心向青年解釋實現普選的「五大好處」，並呼籲市民要多發聲，與香
港特區政府共同凝聚共識，不要錯過2017普選特首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堅持「無商無

量」，表明會否決所有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政

改方案，但香港特區政府未有放棄。領導「政改三人組」的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落區，到荃灣眾安街聆聽民情民意，並

呼籲市民多發聲，凝聚共識，不要錯過2017普選特首的機會。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另一場合則表示，任何有助凝聚香港社會

共識和支持的建議，特區政府絕對願意考慮。

「佔」路電車收入跌三成 車長工時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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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煥光籲黨己利益勿加諸市民

■林鄭月娥昨日到荃灣眾安街聆聽民情民意，並向青年解釋實現普選的好處。
她又呼籲市民多發聲，盼凝聚共識，不要錯過2017普選特首的機會。

吳克儉：推動基本法教育需與時並進
■吳克儉指
香港特區政
府一直根據
香 港 基 本
法、教育理
念及實際需
要去推行教
育政策。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