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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昨日在北京會見香港新界

社團聯會訪京團時表示，實現 2017 年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普選是中央政府的真誠期望，也是

香港多數市民的共同期盼。他希望香港社會各

界把握歷史機遇，以積極、理性、務實的態

度，依法推動香港邁出普選這歷史性一步。本

港政改進入關鍵階段，中央既表達落實普選的

誠意，又強調堅守底線的決心，顯然是鼓勵香

港各界共同努力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

選。

自去年政改諮詢啟動以來，中央一再明確表

示支持香港依法落實普選，並始終以積極主動

的態度推動落實。爭取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

既是中央既定的、一貫的原則立場，也是廣大

香港市民的殷切期盼。現在，政改方案即將進

入立法會審議、表決的關鍵階段，這是政改

「五步曲」中最受考驗的一步。李源潮再度傳

遞中央期望香港政改向前的訊息，再次表明中

央真心誠意希望香港在政改問題上取得突破，

港人期待的一人一票選舉特首能够夢想成真。

有與會者透露，李源潮在會見中又引述國家

主席習近平的話說，憲法、香港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都是大原則、大框架，實行

普選要依法有序，遵守憲法和基本法是原則，

不會改變。普選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在大是大非問題上，

香港各界要講原則、顧大局，堅決反對違反基

本法和損害香港法治的言行，嚴格按照基本法

和人大決定的規定落實普選。目前，反對派揚

言綑綁否決按照人大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要

脅中央修改、撤回人大決定，這是挑戰中央的

底線，中央決不會讓步。反對派應該放棄不切

實際的幻想，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正軌討

論政改。

政改方案能否在立法會通過，民意具有決定

性作用。多個民調顯示，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

人遠遠多於反對的人，而且支持的比例還在提

高。通過政改方案，開啟香港民主發展的新篇

章，有利廣大市民安居樂業、保持香港社會穩

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利益。香港社會各界

應該大力營造支持政改的社會氣氛，形成強大

的民意推動力，促使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為

香港的民主發展及長期繁榮穩定投下負責任的

一票。

中央既誠意落實普選又堅守底線
雖然人行降準屬利好大市消息，惟投資者擔

心內地規範兩融業務打擊內地股市，加上擔心

希臘違約風險升溫，成為獲利回吐藉口，滬港

股市昨日齊急瀉，上證指數全日挫1.64%，恒指

更一度瀉近700點，最終險守兩萬七。港股短期

調整波動加大，散戶宜注意規避風險。不過，

由於滬港通帶來1+1大於2的效應，港股中線反

覆向上的格局未變，投資者對港股宜保持信

心。

滬港股市經過連續上漲後獲利回吐壓力非常

大，導致高台跳水，高槓桿獲利盤套現，造成

指數快速下跌並伴隨巨額成交，滬指昨日成交

首次破萬億，港股主板成交約2110億元。短期

來看，市場仍有回調壓力，不過短期回調難改

市場整體上升趨勢。

港股短期調整，但中長線料會反覆向上。滬港

股市估值處於歷史低位。近期內地針對港股市場

新舉措不斷，從推動深港通到放開公募基金投資

港股，再到放開險資投資香港創業板，說明香港

市場在中國金融改革全域佔有一席之地，而這些

動作推出時，港股恰好估值處於歷史低位，這對

港股後市向上發展的推動作用不言而喻。

長遠來看，滬港通乃至深港通帶來1+1大於2

的效應。從制度設計上看，滬港通與2007年提出

的港股直通車和2011年提出的合格境內個人投資

者(QDII2)計劃存在本質的不同。滬港通的資金

採用「閉環運作模式」，使得滬港通對資本流

動、匯率波動等的影響「管道化」，在有效控制

了大量資金流動風險的前提下，實現了資本項目

可控下的開放，並能避免投資者通過非法管道投

資境外導致資金外流。

隨滬港通推進和深港通開通，兩地市場實

現互聯互通。港股通為內地投資者開闢了使用

方便、成本低廉的投資香港市場的新管道，對

於喜歡投資成熟市場或具有國際資本配置需求

的投資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大量內地資

金流入港股。

經過連續上漲，目前市場已經到了階段性頂

部，後市可能以震盪行情為主，投資者宜注意

風險。應該看到的是，港股中長線向好，是10

年難得一遇的大牛行情，在此波牛市中獲利理

所當然。但牛股也要注意買點，不要等漲得太

高了再去追買，追高買入是虧損的主要原因之

一，散戶尤須謹慎。

港股短期調整 中長線向好
A6 重要新聞

城大學生會賤招阻「退聯」挨批
會長拖延「公投」評議會「反口」被質疑為保學聯議席

被譏「高票」當選「羅三七」面書爆粗 學聯「混賬」人無影錢無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聯除

了其行政架構不民主外，「混賬」問題亦
一直為學界所詬病。其中打理學聯逾4,000
萬元資產的「學聯及學生活動基金有限公
司」，當中的董事長期未有召開會議，更
出現10年未有更換董事的荒謬情況。此
外，該基金公司原本應每年向學聯撥款數
十萬元，但有關撥款亦無聲無息地先縮水
後消失，再加上放租物業離奇貶值，賬目
之混亂令人譁然。

董事名單錯 物業估值亂
學聯頻頻出狀況，但卻未有積極回應大

眾疑問。上月底學聯上載一份由陳文煇、
陳樹暉、周永康和趙家輝4名「學生董事」
署名、僅長兩頁的《第五十七屆學聯及學

生活動基金董事全年工作報告》，更是馬
虎塞責，當中4個署名中就有兩人姓名出
錯。此外，2月時還被估值為870萬元的上
環放租物業，經多方質疑後，一個月間市
值暴升500萬元。
該份《全年工作報告》更進一步披露出

學聯早前涉嫌發放假資訊誤導公眾。基金
公司在學聯周年大會前後呈交了更換董事
的通知書。該通知書顯示，在上月4日，林
逸軒、李浩德、李淑賢和盧偉明的董事職
位由陳文煇、陳樹暉、周永康和趙家輝取
代，反過來證明二月所披露的「董事局成
員列表」並不真確。
此外，基金公司亦突然委任了陳宗彝和

王振星兩人作為「社會人士」董事，卻從
沒解釋二人是何時被委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聯雖然以「大專界學生代
表」自居，但其實其運作極其「黑箱」，不少文件都不會主動向會
員公布，直到近期爆出「退聯潮」，才公開部分文件。面對大專界
希望「一人一票」普選學聯秘書長的呼聲，新一屆學聯秘書長羅冠
聰依然是由小圈子以37票選出。有人不忿學聯平日口口聲聲要爭
取民主，製作橫幅「祝賀」羅冠聰以37票「高票當選」。
早前已有網民製作「連希特拉都頂唔順學聯」的「惡搞」短片，
揶揄學聯「一個自己都做唔到『真普選』嘅組織，去爭取『真普
選』，簡直係一個諷刺」。不過，羅冠聰依然以37票就成為了最
新一屆的學聯秘書長，瞬間被嘲笑為「羅三七」，更有人製作橫
幅，掛於香港大學、浸會大學及嶺南大學附近，以「祝賀」羅冠聰
以37票「高票當選」。

羅死撐橫幅「掛完都無人驚」
面對有關情況，羅冠聰於其facebook上則以冷嘲熱諷、粗言穢語
來回應。他稱，自己對此沒有負面情緒，不會對他造成影響，又指

掛橫幅的人「無×用，掛完都無人驚」。他表示，面對「票數問
題」，「必需要先思考學聯與學生會的權力關系（係）」，而不應
「單純以票數譏諷、將其矮化成公關問題」云。

■■有人製作橫幅揶揄羅冠聰以有人製作橫幅揶揄羅冠聰以3737票票
「「高票當選高票當選」」學聯秘書長學聯秘書長。。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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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城大的「退聯公投」風波
未停，另一邊廂又傳出城大學生會幹事會干預編輯委員會編採
自主的醜聞。編委會日前的號外以《會長煞停 公投無期》為
標題，向城大學生報道「公投」情況，但被幹事會指責有「誤
導」及「抹黑」幹事會之嫌，「建議」編委會改用「暫緩公
投」去作描述。編委會於周日（19日）發出聲明，強調有關標
題為事實陳述，強烈譴責「幹事會意圖干預編採自主」。
「反退聯」和「保聯」有何分別呢？城大學生會編委會日前
發出《城大編委——強烈譴責幹事會意圖干預本會編採自主》
聲明，內容指幹事會不滿《會長煞停 公投無期》的標題，指
控號外「不盡不實」，澄清自己只是「反退聯」，而非「保
聯」，要求編委會即日「向幹事會作出解釋」。

會長拒加簽「退聯公投」無期
編委會隨即表示，「公投議案」早於本月10日已獲通過，原

訂於明日起開始投票，但結果因學生會會長朱國智未就議案加
簽，而未有正式生效，故「會長煞停」四字並無失實；另基於確
實「公投」日子面臨極不明朗因素，故「公投無期」亦是事實陳
述。
對於幹事會以「誤導」及「抹黑」為由，試圖提出修訂號外
標題及向編委會問責，編委會批評有關做法「乃將幹事會的權
力無限放大，僭越四權分立之制度」，並強調該會「堅守編採
自主、言論及出版自由為原則，絕不會因受行政組織施壓而自
我審查」，並勸喻幹事會「以會章及會員利益為一切辦事之依
歸」。

八大「退聯」情況
港大 成功退聯
嶺大 退聯失敗
理大 上周四開始投票，明天結束
浸大 昨日開始投票，本周四結束
城大 投票被擱置，昨晚評議會再開會討論投票細節
中大 學生會昨晚開會討論「退聯聯署」
科大 已成立「退聯關注組」，但尚未有行動
樹仁 未表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城大學生會早前已被炮轟「賤招
阻退聯」，包括以「黑底黑

字」的海報去宣傳「公投」資訊，
被質疑「博人睇唔到」海報上的
「公投」資訊；將「公投」時間由
向來的3天縮短為兩天；將票站搬
到偏遠地點等。這些做法被廣泛批
評為「卑劣可恥」及「幼稚」，當
時已有不少學生質疑學生會的做法
只為「打壓退聯」。

「退聯公投」議案遲遲不加簽
不過，廣受批評的學生會並未因
此幫助同學盡快、方便地投票，而
是進一步否決「退聯公投議案」。
城大學生會會長朱國智於上周五
（17日）在facebook發表聲明，稱
上述情況「已經令城大學生會蒙上
黑箱作業之名，聲譽受損，故此，
本人已要求評議會召開特別會議重
新審議專責委員會之工作報告，還
城大同學一個公平公正公開的『全
民投票』」。
雖然說得冠冕堂皇，但朱國智
「還同學全民投票」的方法，卻是
「不加簽」評議會早已通過的「退
聯公投議案」，而評議會突於剛過
去的周日（19日）晚召開「非常會
議」，以3票贊成、0票反對及0票
棄權，自我否決原定於明天及後天
舉行的「退聯公投議案」，並獲朱
國智特快加簽，議案即時生效，意
味「公投」遙遙無期。

圖上課日外投票影響意慾
評議會雖於昨晚再召開會議討論
「公投」事宜，但根據該校校曆，

原訂的投票日期已是該學期最後一
個上課周，意味若有所延誤，學生
需要在非上課天特意回校投票。不
少人均質疑該做法是為了影響學生
的投票意慾。
是次結果一出，反對的聲音此起

彼落。有學生於學生會編委會的報
道上留言指責「幹事會會長加簽得
好快」，揶揄朱國智對「退聯公投
議案」的加簽一直拖延，但取消
「公投」就立刻加簽。有學生更嘲
諷道：「改期？不如改去 2046
（年）啦！」有人則揶揄「羅三七
（以37票當選學聯秘書長的羅冠
聰）之後又有城大零三（3票否決
議案）」。
就開會當日的短片可見，有學生

批評學生會故意拖延，亦有學生向

會議主席查詢關於罷免幹事會的資
訊。

關注組譴責幹事會踐踏民意
「城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

近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以朱國智
為首的城大學生會幹事會，在舉行
「退聯公投」事宜上，肆無忌憚踐
踏民意，不斷玩弄會章及利用行政
手段打壓「公投」，以致「公投」

最終流產。
另有「退聯派」質疑，城大學
生會盤據學聯常委會、學聯代表
會，其中幹事會外務副會長梁曉
暘自動兼任學聯常委，朱國智也
是代表會成員，認為刻意阻撓
「公投」的做法，是為了保住學
聯的議席。
本報就事件向朱國智查詢，但至

截稿前未獲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各院校紛紛冒起「退聯

熱潮」，原訂於明日開始進行「退聯公投」的城市大學，卻

因為學生會會長遲遲未有就「退聯公投議案」加簽，令議案

無法生效，其後學生會評議會更荒謬地「打倒昨日的我」，

於剛過去的周日（19日）晚以3票否決早前已獲評議會自身

通過的議案，令「公投」無法舉行。不少學生都批評學生會

無所不用其極地打壓「退聯」，質疑該會使用「拖延戰

術」，是為了於非上課日舉辦投票，打擊同學的投票意慾。

有「退聯派」也質疑城大學生會的做法，純粹為了保住其於

學聯的議席。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日前僅3票就否決了之前已獲通過的「退聯公投議
案」。圖為當日開會情況。 網上圖片

■城大學生會評議會早前通過的
「退聯公投議案」，一直未獲會長
朱國智加簽生效。 網上圖片

■城大學生會早前以「黑底黑字」宣傳「退聯公投」，被質疑「博人睇唔
到」海報上的「公投」資訊。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