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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經貿合作會議第三次會議昨日召開，兩地政府
簽署三項協議，就 10 個範疇、27 項合作措施達成共
識。出席會議的特首梁振英表示，滬港兩地深化合作
不是零和遊戲，而是為國家、香港特區和上海締造三
贏。目前正值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建構全方位對外開
放新格局的關鍵期，香港和上海同為國家對外開放的
重要窗口，各自擁有不同優勢，社會和業界應從「對
手思維」轉變到「伙伴思維」，積極看待和推動滬港
兩地的更緊密合作，實現互利多贏，為國家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作出貢獻。

近年上海發展勢頭強勁，在國際經濟、金融、貿
易、航運等「四個中心」方面取得顯著成績，自由貿
易區、迪士尼樂園、海洋公園等項目的發展更帶有香
港的影子，令港人更關注滬港的瑜亮之爭，憂慮香港
在國家的地位將被上海取代。

國家開啟新一輪改革開放，上海扮演全面深化改革的
先導和探索角色，發展一日千里在情理之中。這種格局
和趨勢，客觀上對香港構成一定的競爭壓力，但換個角
度和心態看，也為香港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去年11
月開通的「滬港通」，促進上海股市與國際股票市場接
軌，近日港股創出多年新高，市場暢旺活躍，投資者獲
利豐厚，「滬港通」帶來的龐大資金肯定發揮相當作
用。事實上，「滬港通」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步
驟，還能鞏固香港作為主要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
位，為香港金融業的不斷壯大，提供不可多得的幫助。
滬港合作越緊密，彼此互惠越多，若仍以誰吃掉誰的思

維看待滬港合作，實在是昧於時勢。
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奉行自由貿易制度，貨

物、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與國際聯繫廣泛而緊密，
擁有良好的法治和誠信營商環境，這些都是內地任何
一個城市短期內難以建立的優勢，香港仍可憑借這些
優勢發揮「超級聯繫人」的作用，擔當國家實施「引
進來」和「走出去」戰略的橋樑。香港在金融商貿、
現代城市管理方面的成功經驗，值得包括上海等內地
各大城市學習借鑒；引入香港金融、法律、航運業的
高水平服務和相關人才，更是上海加快經濟轉型、向
國際化都會邁進的重要途徑。滬港開展大範圍、高水
平的合作，自然也為香港的服務業提供更廣闊的發展
空間，對香港提升競爭力，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
要意義。香港認清自身的優勢所在，放下不必要的顧
慮，就可以更自信地與上海進行優勢互補合作，促進
兩地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此次滬港經貿合作會議雙方簽署了3份協議，合作範
疇不單止於經貿活動，還涵蓋公務員交流、青少年交
流及科技合作等方面，反映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的強
烈意向和廣闊空間。政府搭好了台，還要看民間如何
唱好戲。本港工商界應把握滬港強化合作帶來的商
機，發揚本港商界靈活拚搏的精神，早日將商機轉化
為成功的商業活動，創造港人可以分享的紅利；香港
社會亦應營造有利的氣氛，為滬港合作注入正能量，
讓港人在內地大舞台找到更多的就業、創業機會。

（相關新聞刊A2版）

以「伙伴思維」推動滬港互利合作
美國總統奧巴馬日前在牙買加訪問期

間，聲稱中國在南海問題上以大欺小，
菲律賓或越南不能因為不及中國龐大而
被擠壓。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拉特基早前
也聲稱中國在美濟礁加快填海工程，加
劇地區緊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昨日指出，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
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方在南海島
礁進行維護建設，做法合情合法，無須
他人說三道四。

美國倚仗在世界上擁有最大「塊頭和
肌肉」，到處推行霸權主義，更在南海
問題上興風作浪，企圖拉攏菲越遏制中
國。南沙群島是中國領土，但越南、菲
律賓分別侵佔其中不少島礁，事實真相
是美國支持菲越挑釁中國，奧巴馬的說
法顛倒黑白。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批
評，某些國家對個別國家長期以來在非
法侵佔的中國南沙島礁上大興土木的行
為不聲不響，卻對中方在自己領土上的
正常活動說三道四，這完全是在搞雙重
標準，不公平，不具建設性。

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權
擁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中國政府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是明
確、堅定、一貫的。作為負責任的大

國，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可以歸納
為三個「不變」：一是致力於維護南海
和平穩定的基本方向不變，二是致力於
全面有效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
政治意願不變，三是致力於同直接當事
國通過友好協商談判和平解決有關爭議
的政策主張不變。這顯示了中方在南海
問題上的誠意，也表明中國的南海政策
具有穩定性和延續性。

當前南海局勢總體是穩定的，中國與
東盟國家正沿「雙軌」思路處理南海
爭議，「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也在加緊
推進。美國在這個時候高調介入南海問
題，無非是想把南海的水攪渾，企圖通
過介入和操弄南海爭議維護美國在亞太
的主導權。只要美國摻和，南海就不太
平；美國介入越深，形勢就越複雜。在
南海問題上，任何合謀的對華遏制戰
略，都只會嚴重惡化中國的地緣安全環
境，嚴重影響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但是，無論圍堵對抗者如何作為，中
國都有決心、有能力與東盟國家通過互
利合作，把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友誼
之海和合作之海。美國為一己私利在這
一地區興風作浪，挑動是非，是難以得
逞的。

美國在南海興風作浪難以得逞
A6 重要新聞

梁振英促議員「臨門」通過政改
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政治權利 有歷史責任實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中史科發展備受社
會關注，前教育局局長孫明揚近日接受媒體訪問時坦
言，青年對國家認識薄弱，當年應考慮把中史列為必
修科，承認處理上「做錯咗」，成為「遺憾」。對於
有人指必修中史變相「洗腦」，他直斥有這想法的人
「無腦」。

指港人聰明 斥「洗腦論」「無腦」
孫明揚於2007年至2012年任教育局局長，任內有份推
動新高中學制。他近日接受《信報》專訪時表示，當年
應看到中史的重要性，但當時考慮到高中生已經必修中

英數及通識四個核心科，若再加中史會太吃力，回想當
時應設法處理，如考慮把中史列作半個必修科，「我係
做得唔係幾好，做錯咗啲嘢。」他又駁斥有人指必修中
史變相「洗腦」，他反駁指這些人「無腦」，認為港人
一向「精叻」，不可能被洗腦。
他強調，學生有必要認識中史，包括香港由來、鴉

片戰爭、近代史包括《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等，
以理解中國對香港主權的概念。他又提到香港以往過
分着重講「一國兩制」中的「兩制」，變到「無咗一
國」。

推國教無問題 倡必修通識

談到國民教育，孫明揚認為，全世界國民都有接受
國民教育，故本港推行無問題，只是有些人太敏感並
標籤國教，才令該科被擱置。另外，對於通識科發
展，他認為應保留為必修科，有助學生學會分析及梳
理資料，並整理自己的立場。
至於政改爭拗，孫明揚質疑反對派「不合作運動」

目的何在，「不要以為拖垮政府就可以，外國你拖垮
政府便可以上台，但香港並非如此，這只會拿香港人
做磨心。」他更批評反對派就否決政改的取態沒有邏
輯。
不過，他對於政改最終獲得通過仍感到樂觀，因

港人好聰明，「個個心知肚明」；一旦政改不獲通
過，他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香港也不會塌下
來」。

中史未列必修 孫公認當年做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組織
「熱血公民」多次煽動「反水貨客」暴力示威，惹起
公憤。「忠義民團」召集人Man Shek不恥暴徒亂港
所為，早前向「熱血公民」創辦人黃洋達「下戰
書」，雙方同意簽訂「擂台賽事意向書」。「忠義民
團」日前再向黃洋達發出公開信，邀請他於本月25
日，在武術界及3,000名觀眾的見證下簽署「生死
狀」，並以其熟悉的泰拳一較高下，但黃洋達至今仍
未回覆是否應戰。
「忠義民團」早前批評黃洋達經常煽動暴力示威，

但一旦爆發衝突卻即時「隱形」，故Man Shek決定
邀請黃洋達出戰拳賽，要求他承擔「四出撩是鬥非」
的責任。

考慮認受性 MMA改泰拳
「忠義民團」日前進一步交代「擺擂台」安排，指

考慮到賽事在香港的普及程度及認受性，建議賽事規
則由MMA改為港人熟識的泰拳，又指「富德拳館」
已答應在4月25日「第二屆富德搏擊王世界職業金腰
帶大賽第十九戰」中騰出空檔，讓二人簽署比賽協議
及「生死狀」，希望黃洋達應約。
對於熱血時報聲稱「富德拳館」未有應允舉辦「擂台

戰」，「忠義民團」負責人昨日接受本報查詢時重申，
「富德拳館」負責人江富德師傅已答應，又指黃洋達至
今仍未回覆是否應戰，但無論如何，Man Shek屆時都
會出席。

「忠義」Man邀黃洋達簽「生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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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
是基本法頒布25周年，但近期激進勢力
舉起「港獨」旗幟，亦有人借「反水貨
客」為名挑動兩地矛盾，情況堪憂。基
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海外人士工作小組
召集人陳建強昨日表示，港人多年來僅
強調「兩制」權利，忽略「一國」概
念，又指推廣基本法時「無得急」也不
能「死推」，建議當局擴大推廣基本法
團隊，深化全港市民對基本法的認識。

指港人重「兩制」輕「一國」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

早前提出，港澳兩地應作「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再啟蒙」。參與基本法推廣
工作的陳建強，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坦
言，基本法成功落實毋庸置疑，港人亦
知道「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
度自治概念，但市民對基本法內涵及當
年起草工作的認知仍然不足，不少港人
亦經常只強調「兩制」權利，例如言
論、出版、宗教等各種自由，但「一
國」概念似乎被遺忘。

兩地矛盾升級「推法」步步為營
陳建強讚揚身兼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

會主席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一直
「有心」向社會推廣基本法，奈何面對
兩地矛盾升溫，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工
作時不禁步步為營，擔心挑動更多情
緒。
他又強調，推廣基本法不能「死推」

和「不能急」，建議當局未來擴大推廣
基本法團隊，除了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梁愛詩、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
珠等「殿堂級教授」，深入闡釋條文
外，也應把基本法宣傳工作「平民
化」，透過不同深入民心的模式融入社
會，讓市民終身學習。

陳建強又預告，基本
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將於
7月1日回歸紀念日，推
出一部長達45分鐘的紀
錄片，包括向市民介紹
基本法內容、內地與香
港的關係等。香港政制
發展處於關鍵時刻。他
亦相信若香港能於 2017
年順利落實特首普選，
這將會是國家首次有行
政區一人一票選舉行政
長官，無論對香港以至
內地，同樣有很大意
義。■陳建強

特區政府預計在本月15日或22日向立法會交代政
改方案，而在當局方案出爐前夕，坊間流傳

「溫和反對派」計劃發起聯署，呼籲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先通過方案，以免政制原地踏步。梁振英昨日結束
上海訪問時向傳媒表示，特區政改方案具體內容仍未
寫好，未知何時提交立法會，但一有定案便會盡快提
交立法會，又強調只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任何新建議都會歡迎。

做好政改 現非考慮連任時候
被問到有人以不想他連任特首來推銷政改方案，梁振

英回應說，現在不是他考慮連任的時候，而是要做好政
改工作，「我和特區政府都很希望能夠在立法會通過根
據基本法的規定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底下的政

改方案，這是我一直以來一個明確立場。」
梁振英重申，根據基本法規定，任何行政長官選舉方

式的改變，都需要立法會三分二議員通過，行政長官同
意和人大常委會批准。他形容香港政改已到「臨門一
腳」時刻，整個立法會70位議員有歷史責任，實現市
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政治權利，「1997年前所有的總督
都是英國委任的；1997年後，幾次行政長官選舉都是用
選舉委員會的方式。到了現在，我們臨門一腳，很快特
區政府就會把有關方案交給立法會。」
他又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

「8．31」決定，他希望如今仍然堅稱要人大收回「8．
31」決定的反對派議員，稍後能夠支持政府提交給立法
會的政改方案，不要剝奪市民在歷史上第一次「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政治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府最快將於下周三公布政改具體方案，特首梁振英

昨日訪問上海期間重申，特區政府歡迎所有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及基本法的

新建議，並形容香港政改已到「臨門一腳」時刻，立法會議員有歷史責任實現市民「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政治權利。被問及會否不角逐連任特首以爭取政改通過，梁振英表示，現時應

先做好政改工作，並非考慮連任的時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香港
反對派表面團結堅稱綑綁否決政改方
案，但在支持政改的主流民意壓力
下，大家都各懷鬼胎，互相猜疑。反
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
梁家傑昨日預告，反對派政改「四人
宣傳小組」正籌劃「大規模落區」動
員活動，向市民宣傳所謂的「真普
選」理念，務求與特區政府對着幹，
把否決政改的責任諉過於人。
梁家傑昨日在「飯盒會」後稱，
會上曾討論如何「力抗」特區政府

就政改的「強大宣傳」，反對派早
前成立的「四人宣傳小組」將積極
籌劃大規模落區活動，向市民解釋
絕不能「袋住先」。至於有何鴻圖
大計，他就稱未有定案，會先舉辦
大型街站，然後再「遍地開花」。

強調與大學生合作 不涉「雙學」
梁家傑又「死撐」反對派政改活

動「並不孤單」，會聯同較早前自
發落區宣傳反對政改方案的大學生
協調合作。但被問到是否包括學聯

或「學民思潮」時，他又急於劃清
界線，強調與兩者無關。

一提阿湯另起爐灶「即閃」
另外，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

籌組「溫和反對派」論政平台，令
反對派內訌升溫。梁家傑被問到會
上有否討論湯家驊「另起爐灶」一
事時，他承認有反對派議員向湯家
驊詢問政改立場，而湯亦回應會
「必然否決方案」。
但當記者繼續追問時，梁家傑突

然按捺不住，兩度提高聲音咆哮
道：「樂見其成！」隨即「黑面」
離開。

謀落區「唱衰政改」梁家傑聞阿湯黑面

■早前有團體高舉「政通人和撐政改」旗幟，支持一人一票選特首。 資料圖片
■梁振英表示，議員有歷史責任實現市
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政治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