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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籲港各界團結共進減爭拗
背靠祖國優勢從未動搖 經濟社會發展獲保駕護航

宋哲昨日出席香港友好協進會春茗午餐會，並發
表約20分鐘、題為《繼往開來興偉業和衷共

濟續新篇》的演講。宋哲表示，「中國夢」也包含
「香港夢」，國家的繁榮昌盛將為香港的發展提供
更堅強的後盾，「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與祖國同發
展，共進步，回歸以後，香港更是與祖國同呼吸、
共命運，香港為國家改革開放做出獨特貢獻，國家
發展更為香江傳奇打下堅實基礎。」

多年「挺港」助渡難關
他指出，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到2003年沙士

肆虐，再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每當香港遇到困
難，中央政府總是毫不猶豫伸出援手，出台並實施
了一項又一項「挺港」、「惠港」政策，幫助香港
渡過難關，鞏固並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中心地位。
宋哲表示，「18年來，中央始終將香港放在心

上，不斷在更寬領域、更高層次、更多機制上為香
港發展創造新的機遇和動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新的『十三五』規劃將從國家整體戰略布
局的角度，為香港未來發展打造更廣闊的空間。」
他續說，眼當前，香港可以從國家改革開放

中，獲取更多發展機會和平台，在國家「走出去」
戰略中，香港可以充分發揮中西合璧的人才、資
本、管理等優勢，為內地企業「走出去」開闢出一
條捷徑。
宋哲舉例說，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香港可將

「滬港通」及即將試水的「深港通」作為新支點，
不斷拓展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為國家經貿發展和
金融改革營造更完善的配套環境。

把握「一帶一路」機遇
他指出，在兩地深度融合過程中，香港可把握粵

港澳率先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良機，積極參與粵
港澳深度合作。在國家「一帶一路」建設中，香港
可充分利重用沿線國家經濟與香港的互補性，發揮
自身在專業服務等領域的優勢，開拓新市場，創造
新機遇。

展望未來，宋哲表示，國家將一以貫之地為香港
的經濟社會發展保駕護航，並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會見港澳政
協委員時指出，「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關
係廣大港澳同胞的切身福祉，符合國家整體利益和
特區根本利益。發展是當今世界大勢、時代主題，
也是港澳的第一要務。」
宋哲強調，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嚴
格按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辦事，全力支持特區行政
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少些意氣用事謀穩定
他說，當前香港正處於關鍵的發展階段，「東
方之珠櫛風沐雨後能否再度璀璨，不少人對此心
存疑慮。」不可否認，香港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和
問題，但香港的最大優勢從未動搖或減弱，那就
是背靠祖國，「辦法總比困難多，香港各界應摒
棄前嫌，團結共進，少些爭拗，多些共識，少些
離心力，多些正能量，少些意氣用事，多些理性
務實，共謀社會之穩定，共促香港之繁榮，共襄
國家之發展。」
宋哲又引用宋代詩人徐俯的《春游湖》，「春雨
斷橋人不渡，小舟撐出柳蔭來。」他相信每一個真
正關心香港福祉的同胞，都願意「直掛雲帆濟滄海
（引自唐朝詩人李白《行路難》）」，為香港
「撐」出一個更為精彩的明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香港政改進入關鍵
期，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出席「『十築香港』——
我最愛的香港百年建築」評選活動時，巧借以「普選」產
生的百年建築選舉結果，妙喻「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也是
好事，呼籲各界繼續發聲，令香港民主向前發展。
由香港建築中心主辦、特區政府「創意香港」贊助的
「『十築香港』——我最愛的香港百年建築」昨日於金鐘
太古廣場舉行頒獎暨展覽開幕禮，公布由香港市民投票選
出的10項最愛本地建築物。
林鄭月娥在活動上致辭表示，十分高興香港建築中心透

過是次活動，提升大眾對香港建築的認識，亦讓大家有機
會好好欣賞這些充滿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回味每個香港人
共同擁有的舊日情懷。

盼下任特首「一人一票」選出
她並不忘借活動為落實政改「拉票」，笑指在選舉活動

中得獎的建築，是邀請全港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
出，結果顯示有普選是一件好事，她希望下一任的行政長
官，亦如這個比賽一樣，會由「一人一票」選出。
「十築香港」於今年1月1日至2月6日舉行公眾選舉，邀
請全港市民從100項候選香港建築物名單中，投票選出10項
他們最愛的建築。活動吸引逾1,5000人經網上投票，按每人
最多可投選10項建築物計，大會收到的總票數超過15萬。
10項得獎建築包括九龍城寨、大澳棚屋、山頂纜車、尖
沙咀天星碼頭連五支旗桿和中環天星碼頭、志蓮淨苑、香
港大學本部大樓、香港國際機場、海洋公園、雷生春，以
及舊尖沙咀火車總站連尖沙咀鐘樓。
展覽活動由昨日起至3月26日會在金鐘太古廣場舉行；

4月1日至30日則會移師北角油街繼續舉行。有關展覽除
了展出10項得獎建築項目的珍貴展品如手稿、模型、歷史
照片外，並會展出其餘入圍建築物，市民亦可於小冊子上
留言，或在活動明信片上蓋上建築物印章以作留念。

各界：反對派無視結果 辦民調無意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羅繼盛）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

弘毅日前建議委託前法官主持政改大型民調及舉行電視辯論，但特區
政府對此有保留。多名政界人士昨日認為，反對派已表明不會理會民
意，無論如何都會反對政改方案，故陳弘毅的建議並不可行。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也坦言，香港社會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清晰，
惟反對派激進支持者不會受結果約束，故建議成事機會甚低。

劉兆佳：約束投票可能性低
陳弘毅日前建議就政改舉行電視辯論及大型民調，曾任中央政策組
首席顧問的劉兆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坦言，進行民調及電視辯論
須獲各方同意，並願意受結果約束，惟可能性很低，作用也不大。
他解釋，即使在辯論中勝出，對特區政府沒有特別意義，倘輸掉反而
可能出現難以預計的民意逆轉，而藉民調讓反對派「轉身」也很困難，
因為坊間多數民調已反映主流民意接受政改方案，但反對派尚且不接
受，可預期反對派的激進支持者將來也不會將投票意向與結果綑綁。
被問及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能否通過，劉兆佳直言感到悲觀，但相信
有反對派中人會在最後關頭改變決定，「有少於5%的可能性。」因為
反對派表面上「態度強硬，姿態團結」，但本身也要考慮自身利益、
與中央關係及避免得失主流民意等。即使反對派「轉軚」也未必不利
選情，因為目前的比例代表制及功能界別，根本不容易出現巨大議席
變動的情況。
全國港澳研究會將於本月30日聯同清華大學合辦基本法頒布25周年

大型研討會，劉兆佳表示，暫時未清楚講者名單，但相信邀請香港反
對派出席活動並安排與中央官員見面的機會甚微，又指在政改表決
前，倘反對派政改立場沒有鬆動，雙方再次會面反而會不歡而散。

曾鈺成：「拉倒」政改不理性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出席一公開場合後表示，各方目前對陳弘
毅的建議暫未有積極回應，惟他認為建議具體能否可行也屬次要，最
重要是對方已想盡辦法令政改方案可獲通過，期望各方面不要辜負陳
的「一片苦心」，多想辦法玉成其事，積極讓方案可獲得通過。
他表明，「拉倒就拉倒」或「拉倒後很快可重來」等想法，都不是

理性的態度，「有心自然就會有辦法。」在民調問題上，他坦言，即
使提出做民調的人，亦無把握各方都會跟從民調結果投票，「任何一
方都未見有這樣的承諾。」

馬逢國：搞「全投」非常危險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批
評，反對派倡議「全民投票」是非常危險，「中央不會認可這些『全
民公投』。」他認為，陳弘毅的建議雖是良好願望，但實際是行不通
的，「現時社會已經有很多民調，即使部分有政治傾向，但已經足夠
反映民意，將兩個民調相加除二就是現實。」
他並強調，反對派和建制派都知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堅實
及不可動搖，通過政改的決定是事關重大，不敢掉以輕心，現階段仍
然難以評估政府勝算，「綑綁議員中有人會願意行前一步，並正等待
『機遇』改變決定，尋求轉彎空間。當下最重要是下月公布的第二輪
政改諮詢結果，能夠爭取市民大眾的支持。」

「曾余辯」痛苦 事前未深思
前特首曾蔭權與當

時的公民黨黨魁余若
薇曾經就政改問題公
開辯論。特區中央政

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昨日在電台訪
問中形容，這是一次「痛苦的經
驗」。原來，曾蔭權當時接受辯論的
決定，事先並未經特區政府內部深入

討論，故大部分人當時都感到驚愕。
他個人估計，當時反對派策動的所

謂「五區公投」徹底失敗，曾蔭權可
能覺得可以乘勝追擊反對派，令政改
行前一步，但辯論最終打擊了特區政
府管治威信。他直指，自己由頭至尾
都不覺得接受辯論是明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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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龍門」圖「輸打贏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李自明）反對派漠
視香港主流民意支持
通 過 政 改 的 現 實 ，

「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昨日聲稱，
倘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的
「全民投票」結果，顯示香港市民不
支持政改方案，特首應再向全國人大
常委會提交報告，「重啟五步曲」，
但被問到倘市民支持政改方案，他就
「搬龍門」稱，反對派傾向「不受投
票結果綑綁」。

不因民調改變否決立場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

早前拋出就政改方案的所謂「全民投
票」建議，實質是企圖搞「公投」。
梁家傑昨日稱，「飯盒會」邀請鍾庭
耀下周二出席會議講解「電子公
投」，但反對派不會因「公投」結果

而在政改方案作綑綁式投票。
他聲稱 ，去年 6 月的「民間公

投」，已有「70萬市民」投票要求議
員否決「違反國際標準的政改方
案」，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也不符合「國
際標準」。

不過，梁家傑就擺出「公我贏字你
輸」的態度，稱大型民調能量化民
意，如特區政府及建制派都承認稍後
「公投」結果，相信民調的參考價值
會提高。倘結果顯示市民不接受「袋
住先」，特首應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
提交報告。

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提
出就政改舉行電視辯論及大型民調，
但特區政府認為沒有需要，日前向特
首梁振英「下戰書」的梁家傑聲稱，
梁振英請反對派「食檸檬」，「不
敢」應戰辯論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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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署「為700萬港人打工」感滿足 中國堅持維護和平發展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昨日在午餐

會上表示，國家對香港的關懷是全方
位的：在外交層面，公署忠實履行使
命，竭誠服務香港，一直以來為維護

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促進香港的對外交流
合作、為維護香港同胞海外合法權益、為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盡心盡力盡責，「我的同事們常年
『五加二、白加黑』， 加班加點地工作，雖然辛
苦，但發自內心地高興，這份動力就源於我們為
700萬香港同胞『打工』的滿足感。」

助海外遇險同胞解困
宋哲昨日表示，公署踐行「外交為民」理念，建

立起外交部、特區政府、駐外使領館、駐港公署
「四位一體」的領保機制，「『中國腳步』走到哪
裡，『中國保護』就會跟到哪裡。」

他說，近年在日本「3．11大地震」等突發事件
中，均有香港同胞遇險，但在祖國強大實力支撑
下，在外交人員夜以繼日努力下，他們總是能夠化
險為夷，轉危為安，而公署亦利用一線優勢，發揮
橋樑作用，協助特區政府妥善處理人質事件、埃及
熱氣球事故等。

宋哲又指，公署強化「外交惠港」的力度，想香
港所想，急香港所急，運用外交資源，全力幫助特
區擴大對外交往，包括幫助香港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等。

他續說，公署堅持「外交親民」作風，積極與各
社團、青年學生、專業界別、公務員等群體互動交
流，增進了解，推動廣大市民了解外交、國家和世
界，「我們歡迎更多市民走進公署，也希望進一步
加強與香港各界的交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面對
風雲變幻的國際環境，中國始終堅持
做和平發展的維護者。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宋哲昨日指出，當前世界形勢遠
非太平，熱點問題此起彼伏，經濟在
艱難復甦中前行，在國際格局加速演
變和調整中，各方利益交織更加複
雜，博弈更趨激烈，世界和平與發展
的任務更為艱巨，「人們在問，世界
將走向和平還是衝突，走向開放還是
封閉，走向共贏還是零和？針對這個
問題，中國以負責任大國的實際行動
給出了答案。」

弘揚親誠惠容外交理念
宋哲昨日指出，面對風雲變幻的國

際環境，中國始終把本國的利益同各
國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以更加積極
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堅持做人類和
平與發展事業的塑造者和維護者，
「我們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為旗幟，
不斷創新外交理論，開拓外交實踐，
進一步闡釋『中國夢』的世界意義，
宣導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
係，弘揚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
提出亞洲安全觀和正確義利觀。」
他續說，中國以全方位全覆蓋為目

標，大力推進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
體建設，積極參與與解決地區和全球
熱點問題，「中國作用、中國影響、
中國擔當獲得了世界的一致認可。」
宋哲表示，中國正日益走近世界舞

台中央，以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繁
榮，「中國外交的底氣、骨氣、大氣
從哪裡來？我認為它們來自於國家的
全面發展。」他說，伴隨中國經濟進
入新常態，改革進入深水區，一些調
整的陣痛和成長的煩惱不可避免，但
前進道路上沒有休止符，改革不停
頓，開放不止步，國家的發展必將在
正確的道路上行穩致遠。

深化改革進一步釋優勢
宋哲強調，隨中國經濟、政治體

制和其他領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中
國的制度優勢、發展紅利必將得到進
一步釋放，必將更多惠及廣大人民群
眾，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
有力量』，我們有理由也有底氣堅持
這樣的自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宋哲昨日表示，香港正處於關鍵的發展階段，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
但香港背靠祖國的最大優勢，從未動搖或減弱。他呼籲香港各界摒棄前嫌，團結共
進，「少些爭拗，多些共識，少些離心力，多些正能量。」回歸18年來，每當香港遇
到困難，中央政府總會毫不猶疑伸出援手，「中央始終將香港放在心上」，並強調國
家將一以貫之地為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保駕護航。 （尚有相關新聞刊A13版）

■■駐港特派員宋哲昨於香港友駐港特派員宋哲昨於香港友
好協會酒會上發言好協會酒會上發言。。潘達文潘達文 攝攝

■林鄭月娥昨出席「十築香港」頒獎禮。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