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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港需「建設性反對派」
團結基金盼社會止爭 挺政府聚焦經濟民生

■楊鐵樑

■盛智文

■夏雅朗

■馮國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牽頭成立的團結
香港基金，昨早於灣仔會展召開會議。有與會顧問會後透露，香港於「後政改」時期
的去向是其中一個主要議題，董建華及多名顧問均對特首普選決議案遭否決感到失
望，董建華更指出香港需要「建設性的反對派」。基金會則期望香港社會能停止爭
拗、修補損傷，同時支持特區政府聚焦經濟民生，團結香港創建未來，尤其在國家
「一帶一路」戰略下，找尋自己的位置，發揮作用。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開會就目前社會局面交換意
見，多名顧問包括梁愛詩、楊鐵樑、盛智

文、施榮懷、夏雅朗、馮國經、管浩鳴、狄志
遠、盧寵茂等均有出席。
民主黨的狄志遠表示，董建華在會上分享了目
前的經濟、政治環境和將來香港的發展方向，其
間董建華及有與會者均對政改被否決表示失望，
認為錯失這個契機是香港的損失。他又引述董建
華指，香港政治人才不足，也需要有「建設性反
對派」。

狄志遠：尋找「一帶一路」機遇
狄志遠又指，會上談到國家目前推行的「一帶
一路」戰略，將為香港帶來龐大的機遇，因為香
港在戰略上有很好的位置，大家應思考如何在國
家大政策下尋找香港自己的位置，發揮作用，在
推動國家發展的同時也帶動香港的經濟發展。
同時，大家也關注到香港青年住屋、向上流動、對
國家的認同，以及對社會政策的訴求等；而兩地矛
盾，包括香港對內地人抗拒，以及內地同胞對港人有

意見等問題，也是各顧問的討論焦點。
盧寵茂表示，會上談到香港經歷了 20 個月的
「政治風暴」後，香港只有損耗，卻一無所有，
團結香港基金的目標正正希望將社會的損傷修
補，支持特區政府，停止爭拗，讓社會聚焦在民
生和經濟。「會上，梁繼昌校長提到教師和社工
的問題；狄志遠先生提到青年問題；馮國經則指
出香港將來面對的經濟問題，和全球發展所帶來
的挑戰。」

盧寵茂：解決矛盾非一朝一夕
盧寵茂強調，目前基金會主要着手研究房屋、
醫療及社會保障等議題，亦將會在短期內推出關
於青年發展的報告，但香港的問題並非一朝一
夕，解決的方法也不是短期，始終都要有長遠的
方法。他希望團結香港基金的協商合作精神，能
不限於在會議內，今後也能推廣到全社會抱持這
心態，團結香港創建未來。至於所謂「港獨」問
題，他說會上未有討論，也相信香港絕大部分人
都不會認同「港獨」這個方向。

詩姐：中央對政改評價正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香港社會各界期望在「後政改」
時期，放下政治紛爭，聚焦經濟民生。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梁愛詩昨日表示，中央對政改有正面的評價，特別是港人更了解
「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其間的投票問題只屬枝節，她亦相
信今屆特區政府不會再重啟政改。

港人更了解「一國兩制」基本法
梁愛詩昨日出席團結香港基金會議後會見傳媒。被問到特首普
選決議案被否決，梁愛詩認為，中央對今次政改有正面的評價，
「雖然政改結果在我而言也不是始料未及的，但無論結果如何，
至少香港人對『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更加清楚，對香港基本法的
認識亦深入了。」
她表示，事實上很多市民都支持政改，只是在立法會得不到三
分之二的議員支持，而建制派的投票問題只屬枝節，但以整個政
改的評價仍然是正面的，「投票的事完結了就算。」

倘堅持「公提」「重啟」機會微
梁愛詩認為，所謂「重啟政改」也要按照基本原則，若有人仍
然堅持要「公民提名」，相信都沒有什麼機會可以重啟，「任何
選舉程序上的更改都要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而其『8．31』決
定已說明，若不能通改方案，則會沿用2012年的選舉方法。」
她續指，法律及選舉辦法可以修改，但需要按照香港的實際情
況，而特區政府已說明餘下兩年將集中處理民生經濟發展，相信
短期內都不會再討論政改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有人就將之與
現屆特首梁振英連任與否扯上關係。
曾參加 2012 年特首選舉但落敗的全國
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表示，即使政改
通過，梁振英連任的機會也不會減
少，又讚揚梁振英十分努力做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等工作，希望大家給他
多點機會和空間，更好地落實政策。
唐英年昨日出席一餐廳開幕活動
後，被問到 特 首 普 選 決 議 案 被 否
決，是否等於梁振英連任的機會增
加時說，即使政改通過，梁振英連
任的機會也不會減少，又自嘲道：
「大家都記得，2012 年時，個個都
諗住係我贏，我係熱門，但係只要
有選舉，就會有變數，冷門一樣可
以跑得出。」

■田北俊昨接受劉慧卿
訪問。
鄭治祖 攝

7月2日(第15/077期)攪珠結果

4 11 23 32 44 48 49
頭獎：無人中
二獎：$580,000
三獎：$60,480

（3.5 注中）
（89.5 注中）

多寶：23,155,370
下次攪珠日期：7 月 4 日

站在港人利益 能與中央溝通

狄志遠昨日在會後表示，目前香港的
政治環境很撕裂，即使政改結束後，情
況仍然持續，例如有人在「七一」遊行
要求修改基本法，這是很激進的想法，
溫和反對派都不敢認同。他坦言，認同
董建華提出香港需要有「建設性反對
派」的呼籲，「相信香港人有期望、觀
望，走出第三條道路，站在香港人利益
之餘，又可以跟中央有溝通，實事求
是，香港是需要的。」
但狄志遠承認，目前要走中間路線，
難免受兩方攻擊，更點名讚揚早前退出
公民黨的湯家驊，「我很欣賞湯家驊走
出第一步，我身邊的人，亦有一、兩個走出來積極
討論第三條道路，香港是有這樣的聲音。」
至於他是否也要退出民主黨，他認為言之尚早，
但跟湯家驊合作是必然，又相信這與他在民主黨的
角色不會有衝突。
對於「七一」遊行人數少，狄志遠認為，爭拗人
數多少沒有意思，相反應着眼於香港的撕裂局面，
「在數字上的爭拗沒有意思，因為當中有很多因
素。問題是政治上，香港是撕裂的，就算昨日只有
100 人遊行，社會實在都已撕裂。民主訴求也仍然
存在。」
他強調，香港目前最重要是如何在沒有共識且沒
有時間表下，繼續走民主之路，這個思路也比爭拗
數字更有意義。

阿曾擬組智庫獻策
倡多溝通重建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政改爭議暫告一段
落。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透露，他有意在明年退任立法會
主席後籌組倡導型智庫，主打獨立具質素及影響力的政策研
究，儼同「政黨減選舉」的組織，不會參與選舉工作，但不
排除與有志參選行政長官的人士合作。被問到自己會否參與
特首選舉，他直言，不會做「比籌組智庫危險的事」，並預
期智庫會吸引理念及主張接近的人士，又期望特區政府未來
與反對派多溝通，雙方尋求可合作的議題，重建「正常關
係」。

倘「否一世『8．31』」難重啟政改

讚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他續說，梁振英十分努力做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等工作，希望大家給他
多點機會和空間，更好地落實政策。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主動與特區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握手，立即引起政圈
熱議，有人更解讀為曾俊華獲中央
「祝福」，競逐下屆特首。唐英年表
示，他不會太着重習主席與曾俊華握
手，是否代表「眾裡尋他」的機會增
加，但認為倘曾俊華有志參選也是好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關
據鈞）團結香
港基金在普選
特首方案被否
決後召開會
議，有成員引
述全國政協副
主席、基金會
主席董建華
■狄志遠
說，香港需要
有「建設性的反對派」。團結香港基金
顧問、民主黨成員狄志遠認同在政治環
境撕裂下，香港必須開拓溫和派走「第
三道路」，既能夠站在香港人利益角
度，又能跟中央實事求是進行溝通。

■管浩鳴

唐唐：應予特首更多空間落實政策

資料圖片

狄志遠贊同開拓溫和路

■梁愛詩

■董建華

■唐英年昨出席「波士廳．101」開幕活動後，讚揚特首梁振英十分努力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工作。
事。
他說，自己與曾俊華共事多年，很
清楚他的為人，他鼓勵任何有志及有
能力者參選下屆特首，但強調「唔代
表我特別支持或唔支持（曾俊

華）」。當記者追問會支持梁振英連
任，還是曾俊華擔任下屆特首，唐英
年笑指，「呢啲咁假設性的問題，點
可以咁問？」他又指着提問的記者笑
說：「擺埋你落去，或者我揀你

劉國權 攝

呢！」
另外，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昨日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則稱，曾俊華在經
濟、民生，或與反對派、傳媒關係良
好，是下屆特首的適合人選。

田北俊：青年走極端不利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有部分激進分子漠
視「一國兩制」精神，時常高舉象徵「港獨」、「英殖」
等旗幟。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昨日認為，香港年輕一輩
過於偏重「兩制」，令他擔心在走向極端下，長遠對香港
經濟發展造成不利。他並批評，高舉有關旗幟的年輕人不
理解回歸前香港的情況，甚至忘記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基
本法等歷史問題，將回歸前後的香港作出不適當的比較。
田北俊昨日在接受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的網台節目訪問時
提到，香港許多年輕人不支持特首普選方案源於對中央
「有意見」，並偏重「一國兩制」的「兩制」。他坦言，
國家的經濟發展已今非昔比，經濟體系日益龐大，內地不
少城市，如深圳、天津的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香港，若香
港與內地關係繼續惡化，長遠對香港非常不利，因香港發
展主要面向內地。

批不理解殖民時代亂比較

眼見近日部分港青高舉港英或英國旗幟，田北俊批評，
他們不理解殖民統治時代的香港，「可能只係個記憶、聽
爸爸媽媽講，或在（19）97 年前佢哋只係小朋友。」他們
也「唔記得點解有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點解咁樣產生
特首」等歷史問題，而將香港回歸前後作比較是不恰當。
他指出，從前英國派遣港督來管治，「我哋聲都無得
出」，而回歸後的香港，在選舉、民主自由和表達意見等
方面已比回歸前為高。
另外，田北俊指，中央政府於短期內不會處理政改議
題，特區政府在「後政改年代」 應集中經濟民生方面，包
括着手處理基建、公屋議題，相信此舉可令市民的反對聲
音減少。

對於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被立法會否決，特區政府何時
重啟「政改五步曲」？曾鈺成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要
視乎中央如何研判局面，若反對派凡是依據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的方案都堅決「否一世」，那特區政府重啟「政改
五步曲」的意欲會很低，「若想通過特首普選方案，唯一方
法是『消滅泛民』，令他們失去否決權，但強推沒法令社會
長治久安，亦非『一國兩制』的正當做法。」
他並透露，自己有意在明年退任立法會主席後籌組倡導型
智庫，主打獨立具質素及影響力的政策研究，「智庫會是倡
導型，不是純學術研究。作為成功的智庫，一定要有很清晰
的理念和鮮明立場，智庫不會因應『客人』要求而改變立場
去做相關研究。這個智庫是『政黨減選舉』的組織，不搞選
舉，但必須獨立、有質素、具影響力，三者缺一不可。」
曾鈺成強調，智庫目前仍然在醞釀階段，但承認有財團接
觸他們，「智庫要有鮮明立場，但智庫不能給人被財團『袋
咗落袋』的感覺，若只有一條『水喉』，就會變成有關財團
的發言人，令研究沒有說服力 。」那會否參與特首選舉？他
直言，不會做「比籌組智庫危險的事」，預期智庫會吸引理
念及主張接近的人士，但不排除與有志參選行政長官人士合
作。

建制派群組內留言自嘲「人蠢」
就「人民力量」計劃向有份在建制派 WhatsApp 群組留言的
曾鈺成提「不信任動議」，曾鈺成昨日自嘲道，自己是「人
蠢無藥醫」，但經一事長一智，「錯就是錯，此事是沒有必
要的。由辯論到表決，我都沒有因為偏幫而扭曲議事規則，
因此，我沒有應『泛民』聯署要求向市民道歉。有聲音甚至
認為立法會主席一職應由中立的人出任，但中立的人在哪
裡？」
他又期望，特區政府未來應與反對派多溝通，雙方尋求可
合作的議題，重建正常關係，「目前的溝通平台並不存在。
事實上，政改告一段落後，社會減少了戾氣，今年的『七
一』遊行人數亦有所減少。大家今後應有商有量，重建正常
關係，讓社會『唞吓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