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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貫重視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安倍迴避侵略歷史 難以取信國際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系列社評之八

財爺：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見香港自由黨領導層時表
示，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制度，一
定要放在「一國兩制」大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法的
框架內全面認識。張曉明還特別談到，習近平主
席不久前提出的香港政制發展的「三個有利於」
標準，同樣適用於衡量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張曉
明的講話顯示，十八大以來中央的「治港觀」，
一貫重視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十八大以來，中央把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作為國
家整體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習主席去年 9 月 22
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以董建華為團長的香港工商
專業界訪京團時表示，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堅定不移支持香港依法推
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三個堅定不移」立場是中央對港一以貫之的基
本方針政策，不僅符合國家利益，也符合香港整
體和長遠利益。理解了這「三個堅定不移」，就
可以明白中央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一以貫之的誠意
和決心，就能夠認清香港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所在。
習主席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把居民安居樂
業標準，社會繁榮穩定標準，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標準結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標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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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政制發展全面的、科學的論斷，符合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政制發展的基本原則，
符合國情港情，為推進特首普選進程提供了根本
的指南。
「三個堅定不移」與「三個有利於」，實際上
構成了十八大以來中央的「治港觀」，體現了中
央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一貫性。十八大以來，中
央的挺港政策例如「滬港通」等，在謀劃和推進
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積
極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合作，為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提供堅強後盾。十八大之後，去年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進一步體現中央推進香港民
主發展的誠意，開啟了香港 2017 年可以實行行政
長官普選的大門，意味着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
度「50 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香港市民
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
實行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
榮穩定。」十八大以來，中央在加強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同時，一貫重視香港
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重視維護香港的繁榮
穩定。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國國會演講，並
無就侵略歷史道歉，亦無提及慰安婦問
題。安倍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含糊其辭，不
正視侵略歷史，難以取信於國際社會，亦
難以走上同鄰國實現和解合作之路。與此
同時，安倍強調鞏固美日同盟，強化美日
軍事合作，更令世人憂慮，日本進一步擺
脫和平憲法約束，對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和
平穩定埋下隱患。
安倍作為首位日本首相在美國參眾兩院聯
席會議發表演說，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安倍
在演講中僅稱，日本在二戰結束後懷着對戰
爭「深切的自責」重新起步，並「以誠摯的
敬意」向在二戰中陣亡的美國人表示哀悼。
但是，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給亞洲人民造成深
重災難和備受非議的「慰安婦」問題，安倍
並未作出正式道歉，顯示安倍繼續無視各界
要求其正視日本侵略歷史的呼聲。
二戰已經結束 70 年，安倍本應恪守「村
山談話」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的表態
和承諾，承認侵略歷史並進行道歉，以贏
得國際社會信任，與鄰國實現和解及建立
信任。但是，安倍頑固地選擇淡化日本戰
爭罪責，迴避戰爭罪行，不敢正視侵略歷

史，遭到國際社會及輿論的抨擊。韓國外
交部發表聲明指出，安倍在美國國會的演
講沒有表現出正確歷史觀，也沒有對歷史
遺留問題進行真誠的道歉，韓國對此「深
感遺憾」。日裔美籍的眾議員本田實痛
批，安倍對慰安婦問題隻字未提，讓人深
感震驚可恥。英國《金融時報》指安倍的
演講，幾乎無流露出對日本戰時歷史有任
何需要懺悔的意思。
在演講中，安倍又宣佈修改美日防衛合作
指針，擴大日本在海外的軍事行動範圍，力
挺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把鞏固美日
同盟視為其自身責任。這不能不引起亞洲和
世界各國的警惕。美日同盟是冷戰的產物，
安倍藉強化美日同盟，是想搭上美國以軍事
合作為核心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便車，給
日本和平憲法鬆綁，讓日本成為新的軍事強
國，這將給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帶來不可
忽視的負面影響，美國也可能反受其害。正
如美國《華爾街日報》所指，安倍不斷擴大
日本的軍事活動，除了給日本軍國主義受害
國人民帶來傷害，還會給美國的外交帶來麻
煩。
（相關新聞刊 A23 版）

政制原地踏步 經濟或陷瓶頸
港交所外宣傳方案 周松崗盼普選穩定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多名問責

官員繼續落區宣傳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爭取市民支
持。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和行政會議成員周松崗到
中環香港交易所門外派發傳單。曾俊華強調，政治與
經濟的關係密不可分，倘香港政制原地踏步，香港經
濟發展或會進入樽頸位置。周松崗也強調，社會平
安，金融就發達，希望大家支持落實普選，令香港有
一個安定的社會和穩定的市場。

曾俊華、周松崗昨日在午膳時間，和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
主席林健鋒，副主席、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和工程
■駐英大使劉曉明與蔡冠深握手合影。

財爺派單張主攻外籍人士
曾俊華在派發宣傳單張時，「主攻」外籍人士，以英語呼籲他
們支持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市民反應正面，不少更主動上前與
曾俊華「有傾有講」，有市民則藉機與曾俊華握手及合照留念。
曾俊華強調，大家都非常希望落實 2017 普選特首，現時相關法
案已交立法會審議，普選特首幾乎唾手可得，希望市民多發聲，
要求立法會議員通過方案。
周松崗也指，希望普羅巿民支持普選，令香港有一個安定的社
會和穩定的市場。
曾俊華在逗留半個多小時後離開，有在場記者追問他「擔不擔
心（普選）不通過會冧巿」時先笑而不語，其後回應道，「政治
和經濟永遠都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是原地踏步的
話，我們亦會擔心，整個經濟會去到一個樽頸位，所以我們都希
望今次政改得到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可以順利通過。」
當記者追問股票巿場近期有大量資金流入，他會否擔心在這個
時間討論政改或會令股市波動更大時，曾俊華回應說：「現在整
體環境都會令到（市場）波動，大家小心。」

林健鋒：一票在手勝百票在林
在活動期間，林健鋒一直十分落力派發傳單，如他一度手持單張
追住一名運貨工人，但該名工人「身水身汗」無暇接過單張，林健
鋒即將單張放在其貨物上。他呼籲，香港市民應當支持2017一人一
票普選特首︰「普選袋咗以後不會攞返，袋咗以後亦可以再袋！」
他表示，派發單張時詢問一位巿民是否希望 2017 年可以投票選
特首，對方直言希望可以即時投票，反映巿民對普選有熱切期
盼，希望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通過方案，「有一票在手，勝過
百票在林！」

張華峰盧偉國盼通過方案
號召業界昨日齊當義工的張華峰在向途人派發宣傳單張時表
示，若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後，香港巿民便可運用自己手上
一票選特首 ， 有助社會穩定，大家可以致力發展經濟金融。
盧偉國也強調，目前離普選只有一步之遙，希望立法會可以有
三分之二以上議員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劉曉明晤蔡冠深 籲工商界挺政改

界議員盧偉國，秘書長、地產建造界議員石禮謙等，和超過近 40
名金融服務界人士到中環交易廣場外行人天橋，向巿民解釋普選
特首方案，並派發宣傳單張，爭取市民支持。

■曾俊華和經民聯成員在中環宣傳普選方案，林健鋒追一名搬運工派發傳單。

梁祖彝 攝

張華峰生日願望：落實普選

免「肥佬闆」發覺，他們一直以經民聯副主
席林健鋒邀請記者午宴為名訂位。
席間，林健鋒才突然托出一個大蛋糕及數
籠壽包。「肥佬闆」笑說：「我以為只是大
家食吓飯。林健峰果然是行政會議成員，保
密功夫真了得！」
為配合「肥佬闆」的外形，生日蛋糕也是
「加大碼」的，並寫上「股壇長勝」的字
句。林健鋒、石禮謙、梁美芬、盧偉國等隨
即為「肥佬闆」唱生日歌，更點了「肥佬
闆」最喜歡食的牛腩、叉燒，令「肥佬闆」
食得津津有味。
被問到有甚麼生日願望時，剛協助「財
■張華峰生日三個願望，最重要是通過政改，香港
爺」落區派發特首普選方案宣傳單張的「肥
實現普選。
佬闆」說，首個生日願望當然是「希望（普
有「肥佬闆」之稱的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
選）方案獲得通過」，其次就是股市繼續上升，
張華峰明天 63 歲生日。他昨日和黨友一起陪同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中環宣傳 2017 年特首普選 第一步要上到35,000點，三是想減肥成功。
一談到減肥，在旁的林健鋒即時「踢爆」，
方案，其黨友特別為他舉行「神秘生日派
指自己有一次和「肥佬闆」到意大利旅行，一
對」。「肥佬闆」笑說，他今年有 3 個生日願
望，最重要的當然是普選方案獲得立法會通 直 穿 「XXXXL」 碼 的 「 肥 佬 闆 」 看 到 很 多
過，其次就是股市繼續上升，第一步要上升到 「XL」碼的衫很靚，遂全部買下來，鼓勵自
己積極減肥，但該批衫一直掛在
35,000點，第三是減肥成功。
張華峰和黨友昨日陪同曾俊華等到中環宣傳 衣帽間，「只供欣賞」，「肥佬
普選方案。原來，其黨友同日已在一間酒店的 闆」還未能穿得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菜廳為他籌備了一個「神秘生日派對」。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中國
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日前會見訪英的香
港中華總商會永遠名譽會長蔡冠深。
劉曉明表示，特區政府的 2017 年特首
普選方案符合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及香港實際情況，合法可
行、理性務實，並呼籲香港工商界積
極支持方案，及推動各界廣泛凝聚共
識，如期實現特首普選目標。

冀推動香港各界凝聚共識

劉曉明在會見蔡冠深時指出，特區
政府的方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符合香港的實際
情況，兼顧了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
別的利益和訴求，是一個合法可行、
理性務實的方案。他希望香港工商界
從維護香港長期穩定繁榮出發，積極
支持方案，並且推動香港各界廣泛凝
聚共識，把握歷史機遇，如期實現普
選目標。

致力推動中英人文交流

劉曉明還積極評價蔡冠深為促進中
英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合作發揮
的作用，希望他在中英關係的新時期
作出更大貢獻。
蔡冠深表示，香港工商界擁護中央
政府對港政策，全力支持特區政府的
方案，熱切期待實現 2017 年特首由普
選產生的目標。他將繼續致力於推動
中英人文交流 ，為促進中英關係發
展、香港與英國的合作貢獻力量。

吳克儉張建宗落大圍 市民打氣「一定要得
一定要得」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區政府官員繼續到全
港各區爭取市民支持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首次落區，一早一
晚分別現身大圍，向市民簡介方案並爭取支持。有市民強
調支持方案，並回應以「一定要得」為特區政府打氣。

彭長緯葛珮帆招文亮李世榮撐場

■吳克儉表示， 對能夠直接與市民接觸宣傳普選方案 ■張建宗聯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等接力到大圍宣傳普
感到高興。
陳庭佳 攝 選方案。

吳克儉昨日上午和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及政治助理施俊
輝等，以及民建聯副主席彭長緯及民建聯沙田支部成員，
到大圍港鐵站外宣傳方案，並向市民派發特區政府的宣傳
單張及印上「2017，一定要得」口號的原子筆。
雖然正值上班上學的繁忙時間，不少街坊仍接過單張，
有人更停下腳步跟吳克儉交談，並勉勵特區政府於爭取方

案通過方面「一定要得」。吳克儉一行逗留大約 1 小時後
離開。
吳克儉其後會見傳媒時表示， 對能夠直接與市民接觸
感到高興，而是次落區，他發現很多人都很歡迎普選特首
這個題目，有個別的市民更特別提供意見。他強調，這一
個過程是很需要，故在時間許可下，官員都盡量在不同地
區與市民接觸。
同日下午約 5 時許，張建宗聯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
帆及區議員招文亮、李世榮等接力到大圍宣傳方案。他們
向途人派發政改宣傳單張，又叫「2017 一定要得」等口
號，不少市民接收單張及表達支持通過普選方案的訴求，
有途人更要求與張建宗合照留念。他們一行人逗留約 45
分鐘後離開大圍，期間沒有示威者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