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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霞倡各界發聲促普選落實
批反對派挑戰憲制誤導公眾 需同心發揮作用撥亂反正

陳清霞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政治環境
複雜，不少港人對政治較冷淡，保持沉默，突然

面對政改問題，很容易被社會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和傳媒
報道誤導。身為政協委員有需要積極發聲，從不同渠道
讓更多市民認識香港基本法和普選的關係，充分表達正
確的政改意見。

決定依法 反對派覆核徒勞
反對派一直鼓吹繞過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的政改方案，前學聯常委梁麗幗早前更
試圖透過司法覆核尋求推翻特區政府第二輪政改諮詢，
挑戰人大決定。陳清霞直言，「8．31」人大決定是符
合法律規定所作的決定，反對派這些行動不可能有結
果。
她批評，反對派特別是派內的激進者，會以任何方式
凸顯自己爭取曝光機會，這些行動不論結果如何，媒體
都已標示了這些人不接受「8．31」人大決定的主張，
從而製造政治宣傳效果，令人以為人大決定是「毋須」
遵守的決定，不少市民在不知就裡的情況下，錯誤訊息
已深入腦袋。

提法律程序做騷 志在宣傳
陳清霞說：「一些人提出法律程序問題，並非為了最
後結果，過程中得到的宣傳效果才是他們想達到的目
的。故此，即使司法覆核不可能贏，對他們並不重要。
港人應該認清這些人的真面目，這更突顯包括政協委員
在內的各界人士積極發聲的重要性。」
全國人大常委員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會見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團時，再次不點名批評還有很多人「心裡明白裝糊
塗」，心裡想政改通過，但表面上堅決反對。陳清霞認

為，反對派絕非對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無知」而提
出各種挑戰法律要求的行動和訴訟，相反，反對派明知
不可能推翻人大決定，卻千方百計意圖推翻，正好說明
反對派的行動別有用心，「一招唔掂再有另一招，最終
令香港被極端聲音滲透，撕裂社會，這完全是處心積慮
搞亂香港的行動。」

律師教違禁制令 曲解法律自私
陳清霞坦言，部分法律界中人為了政治目的，違反律

師守則，表達一些法律上全不正確的解釋和理論：「有
大律師指『8．31』人大決定無法律效力不用理會，
『佔領』行動期間又有律師『教』人如何規避法庭禁制
令，誤導公眾，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中央領導人愛港 港人應惜福
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今日閉幕，陳清霞出席兩會期

間，深深感受到中央領導人對香港關懷備至：「香港社
會和政治環境那樣複雜，中央仍大力支持香港發展，還
希望香港提升競爭力，長期繁榮穩定，部分港人如果仍
不去體會國家對香港的關心和支持，這反映我們對國家
的認識實在太不足夠了。」
她續說，中央領導人近日在講話中，一再重申維護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權威，是因應香港近期出現干擾法治環
境的言論和行動，提醒港人珍惜法治核心基石、依法推
動政改的重要性，最終就是期望港人落實普選，一些人
質疑中央落實普選的誠意，是沒有道理的。中央領導人
又在講話中，強調港澳要致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
護特別行政區繁榮穩定，更是期望港人不要浪費精力在
非法行為上，維護法治、發展經濟才是香港發展的硬道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兩會期間作出的全國政協

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提到，支持全國政協香港委員為特首和特區依法施政發聲出力，在依法推

進政改中積極作為。本身為大律師的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陳清霞近日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反

對派鼓吹違法普選方案、千方百計挑戰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干擾香港法治環境，誤導公

眾，這更需要包括政協委員在內的各界人士積極發聲，撥亂反正，以廣大民意和正義強音，

表達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共同願望。

羅康瑞：港青「錢途」迷惘 北上發展「解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反對派煽

動下，近年有部分香港年輕人宣揚「港獨」以
至所謂「回歸英國」的違法思潮，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日前接受中新社
訪問時承認，香港不少年輕人面對不明朗的前
景，有怨氣很正常，但「不能簡單地把怨氣發
洩到社會」，香港年輕人要重視內地機遇。

不能把怨氣發洩到社會
羅康瑞日前在中新社訪問中坦言，過去10多

年，香港房價升了幾倍，年輕人薪資水平卻幾

乎無增長，看不見發展前景，「年輕人買不起
房子，租不起一個單元，只能住幾平米大的板
間房，那也需數千元港幣，他們怎樣生
活？……年輕人有怨氣很正常，但不能簡單地
把怨氣發洩到社會。」

政治人物誇大 西方民主非萬能
他續說，去年香港不少年輕人參與「佔
中」，喊「我要真普選」口號，「我看見，心
裡都不舒服。在一些政治人物鼓動下，年輕人
以為西方民主能解決一切問題，西方民主也有

不足之處，現在歐洲一些國家也是一塌糊
塗。」

港英委任方式治港 無民主可言
羅康瑞強調：「世界上有沒有一套標準民

主，民主是工具，不是目標。英國人統治150多
年，直到1985年，香港才有第一次選舉，過去
英國用委任方式控制香港。」很多年輕人不知
道過去英國怎麼統治香港，不明白民主到底是
甚麼。
他指出，「回歸後，香港人民當家作主，但

我也要看到一些不足之處，就是政治人才不
足，一些政客玩弄民主，市民有怨言，他們就
去罵政府，總是開空頭支票。」目前，香港社

會政治氛圍不佳，傳媒過度發展，經常發不真
實、不負責任的報道，令很多人不願意出來做
事。他反覆強調，要做實事才能解決香港實際
問題。
羅康瑞認為，要解決目前困局，香港年輕人

要重視內地機遇，「香港年輕人薪水少，創業
機會少，香港沒太大轉變，也沒有太大機
會……內地雖然有競爭，但充滿機會，每個改
革時段都有很多機會，如果想創造一番事業，
與其在香港住小屋，不如選擇到內地開拓。」
他相信，香港年輕人通過努力，可以在內地

闖出一片天地，並建議他們如果想到內地發
展，就要下定決心，搬到內地去住，親身去了
解業務，感受市場「溫度」。

籲港人表態 勿讓少數趕客暴徒騎劫
反「水客」暴力行動近日引起內
地社會廣泛關注。本身為大律師的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陳清霞認為，反「水客」風波已影
響內地人對香港的良好印象，但大部分港人對內地人
絕非不友善。她呼籲港人要為自己澄清發聲，不能被
少數暴力分子騎劫，並強調兩地和諧友愛才是港人好
客之道。
陳清霞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反對派針對個

人遊甚至「港獨」提出新話題，這些行動和主張就是
反對派要令香港社會分裂，增加兩地矛盾。她擔心，
大部分傳媒集中報道少數激進暴力分子的所作所為，
沉默大多數的港人亦被渲染成反內地人，不符香港實
況。

港被誤會偏激 毀商貿美譽

同時，反「水客」暴力行動影響內地人對香港的
印象，亦令國際社會誤會香港是「偏激之都」，破壞
自由商貿美譽，長遠影響香港發展，「今日有人以非
法偏激行動針對內地旅客，各地旅客亦擔心這種情況
會否發生在他們身上，無形中打擊了各地旅客來港的
信心。如不及時遏止少數人引發的反『水客』風波，
影響會很大。」
陳清霞坦言，兩會期間接觸到不少內地民眾，得

悉他們從傳媒知道一些港人反對內地人來港，影響了
他們對香港的良好印象。「內地媒體很多，訊息傳得
很快，很多內地民眾以為大部分港人不歡迎他們，但
這不能說明大部分港人對內地人不友善，事實上只有
少數人搞事。故此，港人有需要為自己澄清發聲，少
數人並不代表廣大香港市民。」

■記者 鄭治祖兩會報道

還港清白

雷添良：國教正反俱備非「洗腦」

■羅康瑞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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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嘉洛 兩會報
道）違法「佔中」行
動顯示香港青少年工
作存在不足之處。全
國政協常委、新世界
發展主席鄭家純（純
官）昨日在北京表
示，香港一定要推行
國民教育，加強青少
年對國家的認識及認
同。他批評部分港人
過於注重「一國兩制」中的「兩制」，忽略甚
至抵制「一國」，反問如果不相信國家，為何
仍要留在香港。

教育問題大：重「兩制」輕「一國」
鄭家純日前在全國政協全體會議發言時表

示，「佔中」行動有很多年輕人參與，反映香港
教育出現大問題。他昨日與傳媒茶敘時重申，香
港是國家一部分，雖然實行「一國兩制」，但港
人太着重「兩制」，對「一國」意念非常薄弱，
認為應增加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

國教必需 日成功因人民愛國
鄭家純說，思想教育要從小開始，增加對國

家的認同感。他以日本為例，指日本成功因人
民愛國，強調年輕人對國家文化歷史有深刻理
解，十分重要。他認為，若港青愛國愛港，就
不會出現「佔中」，又反問如果他們不相信國
家，為何仍要留在香港，因為香港亦是國家一
部分。
提到政改問題，鄭家純認為，特首普選應設

「篩選」，因為中央擁有任命特首的權力，如
果中央最終不任命普選產生的特首，便會出現
憲制危機，「要重選不如篩選。」
他續說，一旦落實普選，只要香港社會表現

夠成熟，中央可能會「放手」多點，希望反對派
減少爭拗，「成日同父母鬥爭，咪管得仲嚴？」
他指大眾市民都支持實現普選，促請反對派順應
民意，「如果否決，仲叫自己做『民主派』？」

■鄭家純 陳嘉洛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
道）如何協助香港青年了解國家，成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於今年全
國「兩會」期間的一大關注。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雷添良建議， 於香港教育制度
加強國民教育內容，以彌補港青對國家
認識的不足。他強調，國民教育內容有
正有反，並非如一些人所指的「洗
腦」，希望港人不要胡思亂想。

港青缺對國家近30年「史識」
雷添良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共提出

5項建議，其中一項是建議增加香港青年
的國民教育及民族認同。他近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坦言，這需要香港和內地一
起推動才能成事。香港教育制度方面，他
建議加強國民教育內容，因香港青年缺乏
對國家近30年歷史最基本的認識。
他承認，「國民教育」一詞在香港較
敏感，慨嘆香港現時有太多事情被政治
化，太多人未搞清楚事實前已將其標
籤，特區政府推行政策十分困難，故增
加港青對國家的認識是必要的，「難咪
迎難而上囉，啱嘅嘢咪去做囉。」他又
希望港人客觀看待國教，「唔好一提國
民教育就亂諗。」
「國民教育唔單止講正面，都要學習

點解領導人會講改革開放成就得來不
易。」雷添良表示，平情而論，國家發
展不可能完美，始終有超過13億人口，
並由窮困發展至今時今日的情況，當中
定會經過許多困難。

清華國情班教學開放具批判性
他憶述，自己於2005年到清華大學上
國情班，驚嘆講課的教授竟然會如此坦
白，道出國家的好事和壞事，想法開放
而且具批判性，學生在3小時課堂完結後

都不願意下課，「佢唔係閂埋門就講國
家點好，會同學生交流。」
他續說，香港有輿論監察，學校授課

必定保持公正、中肯，確保不會如一些
人所指的「洗腦」，「唔係聽朝報紙頭
條就係你啦！」

倡持續講解憲法港基本法
雷添良強調，港人對國家憲法及香港基

本法的認知較少，建議特區政府適逢香港
基本法頒布25周年，投放足夠資源普及講
解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如條例怎樣於
日常生活中應用，「唔好淨係4月、5月
阿邊個邊個嚟講，活動係要持續去做。」
他認為，若不親身體驗，單從書本及

其他途徑，不能全面掌握國家情況，建
議兩地增加青年考察、交流的機會，不
只由香港團體去做，內地地方政府也可
出錢出力，推出廉價甚至免費的活動，
讓港青自由參加。

籲副學士生銜接內地大學學士
雷添良表示，現時內地大學為港生預

留了不少名額，雖然報名反應不俗，但
學生「騎牛搵馬」，名額未能盡用，十
分浪費，建議為香港副學士生銜接內地
大學學士課程的機會，「就算係插班，
都有一兩年喺內地生活，會多啲了解內
地情況。」
提出種種協助港青認識內地的建議，

雷添良希望協助這班社會棟樑發展。香
港青年仍可以香港為腹地，但如果想更
長遠發展，眼光就應望遠些，始終內地
現時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久將來還
會更上一層樓。他續說，自己所屬的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開會時，不少外
國同事都對進軍中國有興趣，「我哋好
好彩，已經喺呢邊。」

倡北上港人繳港稅 助人才融通
港人北上發展

事業，其中一大
問題是繳稅，因內地規定，港人一
年內在內地工作183天或以上就要
繳交內地薪俸稅，稅率比香港高，
若處理不周，更隨時要在兩地繳
稅。身兼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高級顧問雷添良建議，只要在內地
工作的港人繳交香港薪俸稅，就不
用再在內地繳交薪俸稅。

問題持續 阻兩地人才流通
雷添良接受訪問時表示，港人交

內地稅問題已持續多年，認為這窒
礙了兩地人才流通，特別是科研及
教學人員。他指香港有不少大學科
研工作都北移，如香港科技大學就
在南沙設立研究院，故科研人員對
此反應甚大，「要睇住日子做人，

到咁上下就要走人，到下年先上得
去，有時又要兩年累積（工作日
數）咁計，好麻煩。」

內地應對港人「特事特辦」
他認為，內地應對港人「特事特

辦」，無論港人在內地一年內工作多
久，只要該人在該年繳交香港薪俸
稅，就不用在內地繳交薪俸稅，但這
涉及修改內地稅務法例，處理需時。
雷添良又說，正在審議的立法法

修正案草案中，徵稅、停徵及管理
獨立成項，希望內地各稅種未來都
有法例規定。他指內地18種稅種
中，只有3種有法例，其餘15種由
國務院以暫行條例規範，而他在內
地的外國客戶，也對繳交稅項沒有
法例依歸感奇怪。

■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

完善制度

■■雷添良強調雷添良強調，，國民教育內容有正有國民教育內容有正有
反反，，並非如一些人所指的並非如一些人所指的「「洗腦洗腦」，」，希希
望港人不要胡思亂想望港人不要胡思亂想。。 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陳清霞表示陳清霞表示，，包括政協委員在內的各界人士包括政協委員在內的各界人士
應積極發聲應積極發聲，，撥亂反正撥亂反正，，以廣大民意和正義強以廣大民意和正義強
音音，，表達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共同願望表達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共同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