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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日在禮賓府與社會各界舉行閉門聚會。據了解，梁振
英致辭時提到，從去年「佔中」行動被拘捕者的人
數，說明香港市民不接受大規模抗爭行動，也證明
（反對派）以「萬人佔中不反抗被捕」迷惑港人失
敗。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做好政改工作，並坦言

「轉軚」絕非負面，當年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就曾作出
「最大轉軚」，相信有空間游說議員支持政改。

反對派去年策動違法「佔中」行動，妄圖要挾中央
推翻全國人大「8．31」決定。據了解，梁振英昨日
在禮賓府與社會各界舉行閉會聚會時提到，去年7月
1日遊行後所謂的「預演佔中」，好多遊行者在中環
遮打花園行人專用區停下來，經勸喻後仍不願離開。
隨後，警方宣布開始拘捕，接近三分一人願意離開，
警方最終在所謂的「預演佔中」拘捕511人。
梁振英續指，「佔中」發生第七十八天，警方在

金鐘清場，並為最後半小時內離開的人抄寫身份

證，最終抄寫909個身份證，拘捕249人，拘捕數字
較「預演佔中」少，當中僅少數人再被捕。有關數
字說明，絕大部分香港人守法，不接受大規模抗爭
行動，也證明（反對派）以「萬人佔中不反抗被
捕」迷惑港人失敗，「不知道下去的變化，但這是
十分重要的。」

改變立場也可稱「華麗轉身」
梁振英並談到香港政制前路，他坦言，特區政府會

繼續做好政改工作，相信有空間游說議員支持政改，
「外間對『轉軚』好負面。其實，香港『最大轉軚』
是戴卓爾當年的轉軚，最終答應把香港交還中國。政
治上講得漂亮是華麗轉身，不太好聽是轉軚。我認
為，有空間去游說立法會議員支持政改。」

中央對港支持不變
據悉，梁振英特別提到，違法「佔中」發生後，中

央對港支持不變，「清心直說、負責任地說，發生
『佔中』後，中央及省市領導人仍然十分重視及支持
香港。因此，特區政府及700萬香港市民，要繼續做好
本位支持香港發展，同時警惕在香港出現的負面趨
勢。」

CY：「轉軚」非負面 仍有游說空間

譚惠珠
陳永棋：港用好內地優勢促經濟

僑界社聯解讀兩會精髓 冀各界支持施政把握新機遇
香港交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香港反對派漠視主流民意，堅持綑
綁否決政改方案。民建聯主席譚耀
宗昨日強調，「一人一票」普選行
政長官，是香港民主政制發展的重
要里程碑，民建聯支持爭取達致普
選，但目前看不到方案會得到立法
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他坦言，明
白妥協不容易，有的怕妥協被稱轉
軚，轉軚又怕被稱出賣，期望反對
派認真判斷否決政改的後果。
香港普選正值關鍵抉擇時刻，但

政改爭議仍然膠着。譚耀宗昨日在
電台節目與年輕人對話時形容，由
當年起草香港基本法，到今日普選
進入「大直路」，每次討論香港政
制發展，都牽涉很大爭議，但全國
人大常委會已經「開綠燈」，香港
最快可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反對派怕妥協被稱轉軚
譚耀宗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是按照香港基本法
原有構思，並非反對派口中的「中
央不讓步」。節目中有青年質疑
「妥協是取巧」，譚耀宗回應時表
示：「有的是法律基礎問題，有的
想理想立即實現，有的怕妥協被稱
轉軚，轉軚又怕被稱出賣，所以無
謂做醜人，避免被攻擊。我明白妥
協不容易，但大家要判斷否決政改
的後果。」
對於反對派向行政長官梁振英

「下戰書」要展開政改辯論，譚耀
宗形容，過往社會已有很多辯論，
即使是特首與反對派代表辯論，綜
觀以往經驗，亦未必能夠成功解決
問題，「立法會過往就政改問題商
討無數次，講盡好多不同道理，

（事實是）說明（道理）不會越辯越明，只會讓
分歧越多、越擘越遠。」

看不到三分二議員挺方案
譚耀宗重申，「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是香港民

主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民建聯支持爭取「一
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但目前他看不到方案會
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政制發展無可
能有百分百同意，否則永遠開唔到步。大家不要
再一味擔心入唔到閘、擔心不能挑選心水人選，
而是要爭取經驗建立互信，才可繼續向前推進這
重要一步。」
有青年在節目中聲言民建聯「唔好似狗咁跟

尾」，不要「跟中央的車太貼」。譚耀宗回敬
道：「做新秀講話不好太刻薄，咩狗跟尾、尾跟
狗，這樣對話是情緒發洩，顯示不了深度。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一國』是前提，啱聽唔啱
都好，都係由中央話事。」
有青年又問到：「若流落荒島，你會挑選社民

連梁國雄或黨友鍾樹根擔當求生拍檔？」譚耀宗
直言，無論在甚麼地方，他都不會選擇梁國雄，
「梁國雄性格不適宜在議會，他做事手法令議會
好『大鑊』，他已經預告財案會拉布。無論在甚
麼地方，我都不會選擇梁國雄。（因為）有些不
必要的堅持會帶來阻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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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反對派議員搞臭添美道

管浩鳴：通識改革利學生非「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教育局早前進行通
識教育科新學制中期檢討。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
昨日強調，通識科已經推行了一段時間，出現問題可
以理解，推行通識科改革也很合理，不能說成是政治
打壓，最重要是改革是對學生有益。嶺大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主任何濼生質疑，通識科考試政治問題所佔分
數太高，擔心學生忽略其他單元。
嶺南大學昨日舉行主題為「通識教育要不要改？如

何改？」的論壇。管浩鳴發言時表示，通識科已經推
行了一段時間，出現問題可以理解，既然社會對通識
科有相當意見，因此推行通識科改革很合理，不能說
成是政治打壓，「有關改革對學生有益，大家不應因
為事件被政治化而感到擔心，反而應拿出勇氣推行改
革。」

以高鐵為例 不能「道聽途說」

管浩鳴續指，目前通識科衍生的問題，包括學生難
以取得客觀或全面資料，例如有教科書引用傳媒報道
或網上資料講述內地高鐵，這是傳聞或道聽途說的內
容，「學生仍未有足夠人生經歷及磨練分辨是非，因
此不容易作出批判思考。理想的通識科應該讓學生從
正或反兩個不同立場思考，看到整個畫面後，再決定
自己的立場，不能偏看偏聽。」
同場的何濼生引述，有調查發現，通識科考試中，

政治題目佔分高達37%，質疑比例太高，擔心學生忽
略其他單元，包括非常重要的「個人成長與人際關
係」等，「政治有排他性，我擔心有學生會被老師個
人立場洗腦或被灌輸政治宣傳內容。」

何濼生質疑教協網上教材
何濼生以教協網上教材為例，質疑有關特首普選教

材中，形容「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必然能夠保障個人

自由，同時確保政府政策符合民意。但事實是，不少
普選政治領袖的國家，其個人自由度均較低，政府政
策也不符合民意。
不過，同場的教協副會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

源卻未有回應教協教材問題，但認同特區政府按照現
行程序和方法檢討通識科，以貼近最理想的教學目
標，讓學生從學習中得益。

■管浩鳴 關據鈞 攝 ■何濼生 關據鈞 攝

■譚耀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正就加強立
法會大樓保安諮詢全體立法會議員意見，包括有必要時記者需要接
受安全檢查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現時網媒發達興旺，
若完全限制網媒，例如在發證範圍對傳統媒體作出區劃，網媒會有
意見，因此措施要取得平衡。他重申，去年6月發生嚴重衝擊立法會
大樓事件後，立法會聘請顧問公司進行安全檢討，提出多方面建
議，過程歷時半年，行管會並非所謂「忽然間」提出建議。
行管會早前聘請顧問研究加強保安，並於前日諮詢全體立法會議

員意見，包括在停車場入口、東面入口及立法會花園，加設3米高金
屬閘和圍欄以及裝設防撞矮柱；為廣場閉路電視加設錄音功能；需
要時可規定所有訪客、職員和記者進入大樓前接受安全檢查等。

憂網媒不滿 措施取平衡
曾鈺成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回應指，行管會建議加強立法會大樓
保安措施，包括有必要時記者進入需要接受安全檢查，考慮到包括
記者在內的大樓內人士的安全，行管會會認真聽取意見，不會不必
要地為傳媒增添麻煩。他又說，現時網媒發達興旺，若完全限制網
媒，例如在發證範圍對傳統媒體作出區劃，網媒會有意見，因此措
施要取得平衡。

顧問公司檢討半年非「忽然」
他重申，去年6月發生嚴重衝擊立法會大樓事件後，立法會聘請顧
問公司進行安全檢討，提出多方面建議，過程歷時半年，並非「忽
然間」提出建議，「有關措施是要避免出現控制不到的局面，減少
對大樓及周邊人士的影響，包括記者在內。」

曾鈺成：加強立會安檢 聽傳媒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領」行動已完

結逾3個月，但立法會及政府總部門外添美道仍聚
滿帳篷，長期有示威者「居住」。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王國興(右圖，文森攝)昨日表示，發現帳篷有
愈來愈多的趨勢，加上春天來臨，天氣悶熱，擔
心引起衛生問題，「現時已經有臭味。」他又
說，留意到長居於添美道的示威者不斷有資源補
給，亦曾目擊有人為示威者送上熱水，懷疑是反
對派議員助理所為。
本報於「佔領」行動期間，曾揭發立法會大樓
淪為「無掩雞籠」，有反對派議員及其助理公然
帶示威者進入立法會大樓限制區域，甚至在會議
室內留宿，事後3名反對派議員，包括工黨李卓
人、民主黨胡志偉及社民連梁國雄被發信警告；
行管會亦決定，除非議員在場，否則訪客不准在
大樓內過夜，並限制議員使用會議室時間，防止
有人在會議室留宿。
王國興昨日表示，最近仍有來歷不明者在大樓
限制區逗留。

助示威者入限制區惹蚊患
王國興表示，現時仍不時有示威者進入立法會

大樓限制區域，相信他們獲得反對派議員或其助
理協助，由於自己的辦公室與梁國雄及人民力量
陳偉業同層，故深受其害。他又指，有議員透

露，示威者在立法會健
身房浴室內洗澡，「弄
得亂七八糟。」甚至有
反對派議員助理向本報
記者透露，示威者於限
制區域內進食後，沒有
做好清潔，引來蚊患，
「以前怎會有？」對部
分反對派議員協助示威
者進入限制區域看不過
眼。
王國興表示，發現添美道帳篷愈來愈多，「現時

行過已經有臭味」，加上天氣開始轉熱，擔心衛生
情況惡化。他指曾向立法會行管會投訴，但添美道
不屬立法會管轄範圍。他又擔心，示威者「已經摸
熟晒立法會的路」，一旦發生「佔領立法會」，後
果不堪設想。

工聯理事換屆後部署區選
另外，區議會選舉將於11月舉行，王國興指，
工聯會內部仍未決定各區出戰人選。他透露，工
聯會將於下月12日舉行大會，選出新一批理事，
之後才部署區議會選舉。他又不擔心會被激進反
對派搶票，指工會從事地區工作多年，有穩定票
源。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昨日舉辦「全國兩
會精髓解讀會」，邀請譚惠珠及陳

永棋講解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工作報告。
譚惠珠發言時提到國家的內銷政策，強調
國家非常重視品質監控，令內地同胞留在
國內購物。她並認同，香港應興建邊境購
物城，「這是應該要做的，並可仿傚外國
商場的經營模式，令內地同胞毋須到港購
物，因此設置邊境購物城是重要的。」

譚惠珠：總理報告指開放促改革發展
譚惠珠並提到，總理工作報告中提到
「開放促改革發展」，包括擴展上海自貿
區、新設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

同時與其他國家合作，合作範疇涵蓋鐵
路、電力、油氣、通訊，提高邊境經濟合
作區等，寄語香港善用國家優勢，讓香港
經濟持續發展。
陳永棋發言時重申，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兩會期間
會見港澳政協委員時，期望委員多為香港
做事，包括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
針，維護憲法與香港基本法權威；準確理
解「港人治港」內涵等，以確保香港基本
法在正確的軌道落實。

陳永棋：引述張德江籲港致力改善民生
陳永棋又引述張德江指，香港應致力發

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維護特區繁榮安定，
使香港經濟「繁榮下去」，「我認為，要
解決香港當前挑戰，歸根究柢要團結及齊
心協力。這兩年間，國家先後推行新型工
業化、城鎮化、自由貿易、『一帶一路』
等戰略性措施，港人應積極支持特區政府
把握機遇，帶領各界掌握機遇發展經
濟。」
陳永棋坦言，近年香港與內地民眾間出

現摩擦，認為香港要進一步促進團結，
「全世界都鍾意到隔離埠買嘢，就係我哋
香港唔同。特別係年輕一輩，他們的國家
認同感好低。其實，中央政府非常有決
心、真心誠意希望政改通過，但必須在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內，大家應該支持
特區政府及特首施政，讓香港政制行前一
步。」

余國春：和諧共融邁步向前合港情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

余國春致辭時坦言，「和諧共融、邁步向
前」，這八個字非常切合香港目前形勢，
「不少港人都希望香港以和為貴，家和萬
事興，社會祥和，政通人和。面對現時社
會的局面，香港社會應聚集正能量，要和
平，反暴力，要向前走，不要原地踏步，
僑界社團聯會希望香港經濟、民生、民主
政改都能向前發展。」

■譚惠珠發言時提到國家的內銷政策，
強調國家非常重視品質監控，令內地同
胞留在國內購物。 鄭治祖 攝

■■僑界社團聯會舉辦僑界社團聯會舉辦「「兩會兩會
精髓精髓」」座談會座談會。。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大搞「不合作運動」，又有激進反對組織借「反水貨客」為名

鼓吹「港獨」理念，導致香港政治爭拗不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指

出，香港應盡量善用國家各種優勢，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並認同香港應興建邊境購物城，令內地同

胞毋須赴港購物。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表示，國家不斷推出支持香港發展的措施，希望香港積極支持特

區政府，帶領各界把握經濟發展的新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