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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宣布委任廖長城為科技大
學校董會主席，接替去年逝世的張建
東。委任科技大學校監，是特首的法
定權力，廖長城不但是資深大律師，
而且對社會貢獻良多，先後兩次出任
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近十年，亦曾擔
任多項重要公職，專業資歷社會服務

資歷都符合資格。然而，有些人依然要在雞蛋裡挑骨
頭，上綱上線，科大學生會發表聲明，批評有關安排
是梁振英安排親信加入科大重要決策機關，「用意昭
然若揭」云云，聲明並指廖長城的真正「罪證」，就
是他「指2017年特首候選人必須由提委會提名，否決
民間要求的公民提名。」以及他支持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立法。
原來，科大學生會以及一些反對派人士反對廖長城

任命，不在於其資歷，而在於其政見，因為他反對
「佔中」提出的「公民提名」，以及支持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立法，所以就不能當科大校監，何謂以言入
罪？這就是最明顯例子。
從來沒有一條規定指明校監不能表達政見，更不能

因為其政見不合某些人的「胃口」而否定其任命。更
何況，廖長城身為資深大律師，自然要依法辦事，反
對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是應有之義。至於基本
法第廿三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現時未能夠
立法，主要因為政治生態和環境未許可所致，但立法
並不存在可否的問題，而是時間的問題，這點就是反

對派也不敢否認。廖長城有關「公民提名」及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的評論，試問有何錯誤之處？有何可質疑
之處？難道因為他據理直言，就要受到科大學生會留
難，這些學生把自己當作大學的「太上皇」嗎？
現在香港的大專學界，出現一個很怪異的現象，就
是任何有關大學高層的任命，只要是不被反對派認可
的人物，只要是發表過一些與反對派相左言論的人
物，都例必會遭到留難及狙擊，例如較早前嶺大校長
任命就是一例。相反，只要是反對派支持的人物，就
算其學術管理、品德操守有虧，甚至正被廉署立案調
查，就如陳文敏般，都可得到反對派的百般袒護，甚
至挑動一場自編自導自演的遴選風波，意圖為他抬
轎。可惜西洋鏡很快被拆穿，港大校長馬斐森日前的

言論反駁了陳文敏及反對派喉舌的謠言，既然物色委
員會都未作推薦，何來特首干預阻止陳文敏當選？這
場鬧劇充分暴露了反對派如何不斷在大學高層任命上
發難，黨同伐異，打壓異己。
可笑的是，科大學生會及反對派卻是雙重標準。反
對廖長城做校監因為他反對「公民提名」，支持陳文
敏做港大副校長因為他「瞓身」撐「佔中」，在立場
上緊跟反對派。按這樣的邏輯，將來大學高層豈非只
能是支持「佔中」的「黃絲帶」？在上任前必須宣誓
支持「公民提名」，並且曾有批評特區政府、與官員
勢成水火的記錄才符合資格？這樣，恐怕各間大學高
層勢將充斥陳文敏、戴耀廷之流，這才是反對派的真
正目的。市民應該看清楚，現在究竟是甚麼人在干預
大學高層任命，干預院校自主，不是特區政府，而是
潛伏在各間大學的反對派以及其控制的學生會，他們
才是罪魁禍首。科大學生會的聲明其實就是他們的
「自供狀」。

反違法「公提」為何不能當校監？ 撐違法「佔中」怎能做副校？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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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應當怎樣看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畫龍點睛提出「三個看清」：一是
看清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二是看清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戰略方
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三是看清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長期發揮
最特殊的補益作用。張曉明的講話以大量數據、廣闊視野、精闢分析和高屋建瓴的戰略思
考，指出了香港依托內地的經濟發展路向。當全世界都看好中國，都期待搭乘中國這趟快
車，都在熱情地加強與中國在有關領域的交流合作的時候，香港沒有理由變成旁觀者或落伍
者。關於兩地民眾交往中出現的摩擦問題，張曉明指出，需要兩地民眾相互尊重、相互理
解、相互包容。本人認為，香港與內地同胞休戚與共、血濃於水，內地同胞對香港的發展和
繁榮給予大力支持，不能允許少數人借水貨客問題破壞兩地人民的信任和感情。

■林建岳

張曉明「三個看清」精闢論述香港依托內地經濟發展戰略

反對派害港陷「死症」
拒接受人大決定 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要促使立法會議員

通過政改方案，民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考慮。
我們今年2月中旬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議
題，進行民意調查，在成功訪問的811名受訪者
中，超過八成三認為立法會議員應按照大多數
市民的意願，去決定對政改方案的投票取向，
只有不足一成人士認為不應該。至於大多數市
民的意願是甚麼？我們的調查便指出，六成一
人希望立法會全體議員能通過政改方案。六成
一民意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應該是個不低的導
向。
調查亦發現，大多數市民對於立法會不通

過政改方案後的前景，都傾向反面及悲觀，
包括對於2017年以後能否落實普選，以及對
於香港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前景，分別有
六成四及六成五的受訪者抱有悲觀想法，我
相信關心香港的人，都不願意看到香港瀰漫
着這種悲觀情緒。

「辭職公投」無助普選嘥公帑
偏偏，反對派議員繼續不理會香港前途及民

意，繼續「醉心」搞小動作，提出所謂「辭職
公投」，明事理的市民自然不會認同。近三成
四人便認為是「浪費公帑」、兩成七人認為
「對落實普選毫無幫助」，亦有8.8%人認為
「只係為區選造勢」，可見，市民都是以消極
及負面的態度，去看待整場所謂「辭職公投」
的行為。
政府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共進行兩輪的

諮詢工作，民建聯在兩輪諮詢過程中提出的
建議，亦有三個相關的修改。首先，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我們認為提委會便
應根據決定，由1,200人組成，這點與我們於
第一輪諮詢提出的由1,600人組成的建議，稍
微不同。此外，我們認為毋須就推薦人數設
定上限，而有意參選者只須獲得不少於十分
之一提委會委員的公開簽名推薦，便可以成
為特首參選人。

「一人一票」屬大多數市民共識
由於「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在香港第一次舉行，相關的選

舉安排與原有選委會的選舉模式存在很大差別。在考慮普選
的流程安排、工作量及時間緊迫性後，我們認為採用「得票
最多者當選」方式，較為符合現實情況。當然，假若政府認
為在兩輪投票制下，仍可確保有足夠時間應付所需的各項普
選流程安排，我們同樣支持兩輪投票制。
500萬合資格的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較現時只

有1,200名選舉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的做法，更民主、更進
步，這是大多數市民的普遍想法，我們不論是透過電話訪
問，抑或在地區收到的七千九百多份市民意見書，都反映出
這個共識。為使普選特首的方案能在清晰民意支持的環境下
進入表決，我們希望市民繼續踴躍發表意見，當局應加強各
項政改諮詢的工作，凝聚民意，共同推動政制改革向前行。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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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將向立法會提交政改方
案，但香港反對派聲言定會否決

所有根據「8．31」決定制定的方案。
盧寵茂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政
改問題將影響整個香港。早前，「佔
領」行動已對香港造成重大創傷，他擔
心倘政改未能通過，「佔領」可能重
來，是次170人參與聯署，是希望一起
「會診」，治療「患病」的香港。
他呼籲，香港反對派不要抱一步登
天、你死我活的心態，不要鬥氣或無視
港人需要，並期望香港年輕人要尊重
「一國兩制」，「唔係想要咩就

咩。……如果連『8．31』（決定）都
不接受，要由第一步從頭來過，香港就
是死症！」

宋恩榮批反對派對抗代替討論
中文大學經濟系客座教授宋恩榮則引

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表示，香港特首普
選「機不可失，失不再來」，反映政改
對香港好重要。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清楚表明，2017
普選特首是第一步，往後仍可根據實際
情況循序漸進，相信中央及特區政府能

多講將來民主化的空間，有助增加妥協
動機。
他不同意有人以對抗代替討論，擔心此

舉最終可能令香港長時間無民主，「抗爭
不是要自殺，而是要找出路。」要「變成
悲劇英雄」也不是香港「特色」。他相
信，要令反對派在政改問題上妥協，最
重要是民意，民意尚在轉變中，港人會
認真思考沒有普選代價很大。

王于漸憂極端激進派犧牲港未來
參與聯署的香港大學經濟學系講座教

授王于漸表示，目前政改方案要在立法

會通過，任務仍很艱巨。據當前形勢看
來，特區政府對政改作調動的空間細，
而要中央改變決定十分艱難，但他最擔
心的是香港有極端激進派不斷冒升，更
有小部分「機會主義者」為眼前利益，
犧牲香港的民主發展。
王于漸認為，違法「佔領」後香港社

會對抗加大，各方釋出善意的重要性更
大，呼籲香港反對派靈活變通，考慮通
過政改方案的方法，改善政治經濟問
題，不要任由激進立場主導否決政改。
特區政府也要先行出一步，與反對派接
觸，說服他們接受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由約170

名學者及專業人士組成的「百人一匯」早

前發表聯署聲明，支持按香港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落實特首普

選。參與聯署的香港大學醫學院外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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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怎樣看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這是正確認識
香港與國家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面。張曉明主任在十二
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香港代表團討論上，以《怎樣認
識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為題發言時指出，無論是
去年「佔中」事件的發生，還是近期出現的針對內地
居民「個人遊」的激進活動，都促使我們不僅要從政
治層面而且要從經濟層面深入思考香港與國家主體也
就是內地的關係問題。

香港發展最大優勢是有內地靠山
第一，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

張曉明不僅列舉多個數據，包括香港出口和轉口內地
貨物總額、內地在香港直接投資存量、內地訪港旅客
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收益以及香港以內地為根基的服務
業佔到GDP的比例，還談到內地對香港食品、農副產
品、水、電、氣等基本生活物資的供應，都顯示內地

龐大的實體經濟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依托。張曉明
又數出香港經濟起飛的歷史，指出當內地處於封閉狀
態的時候，香港作為內地經濟連接外部世界的最主要
通道，坐收漏斗之利；當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
香港又充分發揮其視窗和橋樑作用，左右逢源，近水
樓台先得月。在「沙士」肆虐和全球金融危機發生
時，內地是香港經濟抵禦各種刺激和風險的堅強後
盾。張曉明基於事實的客觀分析顯示，對香港經濟繁
榮發展起根本性支撐作用的是內地因素。

港經濟發展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合作
第二，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戰略方向就是與

內地加強合作。張曉明對此舉出兩方面的事實和理
據。一是世界經濟格局已經並將繼續發生深刻變化，
中國內地正成為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增長極。他引用英
國中國問題專家和《福布斯》雜誌文章指出，中國已

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而且還在不斷增長，中國不但
以「世界工廠」聞名於世，而且有八大產業在推動創
新方面領先於世界同行。二是當前香港經濟發展仍面
臨諸多困難，突破瓶頸、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動力
還是在內地。因為，內地可為香港提供廣闊的內銷市
場，內地可為香港提供成本相對較低的經濟要素，內
地全面深化改革釋放出巨大的制度紅利。由此可以看
出，香港經濟發展戰略說一千、道一萬，都應當把與
內地的經濟合作擺在優先位置。

香港對內地發揮特殊補益作用
第三，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

中繼續長期發揮最特殊的補益作用。張曉明指出，這
次《政府工作報告》釋放的一個重要信息，就是香港
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特殊地位、對國家推進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的特殊作用，仍將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
都無法取代的。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都比
較關注香港參與國家「十三五」規劃編制的問題，對
於怎麼做好這篇大文章，張曉明指出6個方面都可以找
到香港現有優勢和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點：一是兩地
金融服務業深度合作；二是香港貿易航運業創新發
展；三是香港發揮好市場經濟制度優勢；四是香港積
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等重大戰略；
五是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六是香港與珠三角城市共同
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張曉明強調，香港同胞只要找準
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定位，把自身的優勢充分發
揮好，特別是與內地結合好，就一定能夠與祖國內地
同發展、共進步。

兩地民眾需相互
尊重、理解和包容
張曉明進一步指出，

正確認識和處理香港與
內地的經濟關係，還需
要兩地民眾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保持良好的心態。對於香港社會
關注的「個人遊」問題，他說，這項政策實施的情況總
體是好的，目前出現的問題主要是「水貨客」問題。他
強調一是不應把問題誇大化，二是不應把問題政治化，
三是更不應任由有關活動激進化、暴力化。張曉明的講
話對香港社會妥善處理自由行及「水貨客」問題，是一
種有益的提示。

自由行對香港的旅遊零售有重要貢獻。本港最近接
連出現借反水貨客的行動，攻擊內地遊客和本港商
戶，衝擊正常的社會秩序，損害香港的對外形象，傷
害兩地同胞的感情，破壞兩地民眾的信任，簡直是
「倒香港米」。這只是極少數人的行徑，不代表香港
社會主流。「水貨客」問題可以通過加強管理來解
決。香港與內地同胞休戚與共、血濃於水，內地同胞
對香港的發展和繁榮給予大力支持，不能允許少數人
借水貨客問題破壞兩地人民的信任和感情。

張曉明的講話啟示我們，要用全面的、客觀的、發
展的眼光看待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要看清香港的
發展離不開內地，香港與內地的經濟發展有互補性，
更要看清香港要在激烈的國際和地區經濟競爭中不甘
落後，必須「北望神州」，順應大勢，善借東風。

主
流
民
意
盼
全
體
議
員
通
過
政
改
方
案

昔臣民今公民 德成勉青年惜機會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在網誌表示，在
1997年之前，倘有人膽敢挑戰由英國委任的總
督的管治權威，就會被打壓甚至遞解出境，令
港人政治冷感，但香港回歸祖國以後，中央實

行「一國兩制」，鼓勵「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令
香港發生了根本變化，包括公民意識日漸提高，而一
項主要的公民權利，就是普及和平等的參與選舉，尤
其是對年輕人來說，2017年普選特首「機不可失」。
曾德成昨日以《青年峰會聚焦機遇》為題，在網上

專欄《局長隨筆》撰文。他憶述，在1997年之前，
香港人是「出了名的政治冷漠」，因為在1997年之
前，港督都由英國指派，依照《英王制誥》和《王室
訓令》管治，香港人無從置喙。
曾德成說，當時，如果有人膽敢挑戰英總督的管治
權威，便要被打壓，以至遞解出境。然而，在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以後，中央實行「一國兩制」政策，
鼓勵「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情況於是發生根本的
變化。

他指出，「公民」是回歸後的新概念。過去，在香港
可分為「兩類人」，一是以英國護照出外旅行的「英國
臣民」，另一類是在內地出生移民來香港定居者，只能
拿「身份證明書」（CI）出外旅遊。現在，香港人都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去旅行了。
公民身份，是在國民身份下建立的。在會前工作

坊，有政治學者指出「97年是重大歷史轉折點，由他
治到自治，由臣民走向公民」。一項主要的公民權
利，就是普及和平等的參與選舉。在公民意識日漸提
高的社會下可見的機遇，應該就是邁向2017年以
「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對青年人來說，這尤其
機不可失。 ■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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