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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揚言在今年區選中採取「精
兵制」，只會派90多名有較大機會勝
算的黨員出戰，但奇怪的是，屬於少
壯派的現任沙田區議員麥潤培，卻未
獲民主黨推薦出選，原因是他得罪了
民主黨新界東前綫派，因而遭封殺。
早前他與少壯派本來打算在中委會上
「翻案」，推翻有關決議，結果前綫

系卻反將一軍，指如果麥成功「翻案」出選，他們將
集體退黨，重演當年新民主同盟在區選前「兵變」的
一幕。最終，民主黨因投鼠忌器而就範，否決了麥的

出選。所以，近日麥潤培在宣傳品上已經不見了民主
黨標誌。毫無疑問，在這場新界東交鋒之中，前綫系
壓下了近年順風順水的少壯派。
然而，麥潤培並未死心，仍然希望以民主黨名義出

選，這並非是因為他忠於民主黨，不離不棄，而是他
的選區本屬民主黨傳統票倉，如果麥以獨立或其他政
黨名義出選，民主黨的鐵票會否給予麥潤培將成疑
問，而前綫系也很大機會派人出選，這樣分票之下，
麥潤培要成功連任將困難重重。因此，他必須全力爭
取以民主黨名義出選，但他過去與前綫系積怨甚深，
雙方早已劍拔弩張，就算他得到少壯派支持，也未必

能迫使前綫系以至主席劉慧卿回心轉意讓他出選，唯
一辦法就是製造政治風波把水攪混，從而渾水摸魚。
「湊巧」的是，近日劉慧卿與兩名副主席、立法會議

員胡志偉，以及劉慧卿新界東選區其指定接班人林卓廷
與港澳辦官員會面後，少壯派如區諾軒等人，竟然向黨
中央大興問罪之師，指責她們秘密會晤京官，會「惹人
閒話」、「影響選情」云云。香港政黨與京官會面交換
意見，其實不足為奇，過去現在將來亦一直在做，哪有
什麼可批評？而參與會面者也有兩名少壯派副主席，更
應無可質疑。少壯派突然開火，顯然要借題發揮，向劉
慧卿及其所屬的前綫系還以顏色，為麥潤培一出烏氣。
對於少壯派的無理攻擊，劉慧卿自然心中有氣，立
即強力反擊，但少壯派肯定不會就此罷休，將來必會
在中委會上繼續發難，咬着劉慧卿不放，其目的就是
要反制劉慧卿，藉炮轟黨中央，以此在麥潤培出選問

題上增加籌碼。最諷刺的是，兩名副主席既身為少壯
派核心，但又跟隨劉慧卿參與會面，在事件中兩面不
是人，處於極為尷尬的境地，而兩人事後的拙劣回
應，也顯示他們的政治水平只是「有限公司」，出任
高位不過是「水鬼升城隍」而已。
顯然，民主黨正面臨少壯派與前綫系的激烈內鬥，

少壯派要力保麥潤培，前綫系卻要除之而後快，兩方
更擺出了強硬姿態，包括不排除退黨，企圖在區選前
夕迫使領導層就範。在處理有關派系問題上，民主黨
向來表現差劣，往往由內鬥最終演變成分裂。現在民
主黨又將面對新一輪分裂風險，解決關鍵不在於息事
寧人，也不在於全力打壓，而在於民主黨要重新回來
中間理性道路，讓中間力量繼續成為黨內主流，將激
進力量邊緣化，最大程度團結民主黨。但這恐怕只是
外界的良好意願。

民主黨少壯派向劉慧卿開火志在麥潤培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簡 旼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表示，馮巍在26日訪港期間，
與香港民主黨領導層進行了會面，就香港政治、經
濟、社會等議題交換意見。發言人重申中央政府官員
與香港社會各界各政團以不同的方式會面、聽取意見
是正常的安排，希望香港各界全面準確理解和執行
「一國兩制」方針，在共同政治基礎上求同存異，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中央與香港政黨會
面交換意見，固然是不足為奇，但這次與民主黨會面
所釋放的訊息，卻值得各界重視。

會面顯示中央與反對派溝通的誠意
首先，這是「後政改」時期中央官員首次與反對派

政黨會面。在政改一役，民主黨等反對派在主流民意
期望普選的情況下，依然忤逆民意堅持否決政改方
案，受到社會輿論和中央的批評，而反對派在此役公
然關閉溝通大門，也令外界認為中央與反對派在短期
內可能處於「不相往來」的境地。此外，民主黨在政
改上辜負了中央以及廣大市民的期望，及後也面臨核

心黨員出走的危機。在這個時候，中央選擇與民主黨
會面，令人有不少聯想。中央再次伸出橄欖枝，不但
顯示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誠意，並沒有因為政改方案
被否決就關上溝通大門，而且也反映中央對於溫和反
對派的期望。

事實上，自特首普選討論啟動以來，中央和特區政
府一直創造機會與反對派議員溝通。去年就安排全體
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又派專責官員南下深圳與全體
立法會議員舉行政改座談會。儘管一些反對派人士屢
屢借會面機會上演政治騷，又或是堅持違反基本法的
政改要求，甚至揚言要推翻人大「8．31」決定，但中
央依然向反對派釋出善意。在政改方案表決前夕，中
央盡最後努力在深圳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可惜的是，
中央屢屢顯示誠意，但反對派每一次都是扭扭擰擰，
甚或將會面變成又一場政治騷。當中既是源於一些反
對派人士對溝通並無誠意，更重要是顯示溫和派人士
怯於激進派的壓力，不敢打開溝通大門，不敢與中央
官員理性溝通，令寶貴的溝通機會一次又一次錯過，
也令本港普選成為泡影。

民主黨依然是可以溝通的對象
現在中央再次與民主黨成員會面，議題涉及香港的

政治、經濟、民生，這說明在中央心中，民主黨依然

是可以溝通的對象，尤其是當
前社會各界都期望能夠集中精
力改善經濟發展民生，中央約
晤民主黨其實是希望民主黨能
夠以香港整體利益為重，在共同政治基礎上求同存
異，不要盲目對抗，損害經濟民生。可以說，這是中
央的善意提醒，也是嚴正的忠告。民主黨一向是溫和
反對派的中堅力量，如果民主黨能夠改變「逢政府必
反」、「逢政府必對抗」的路線，將有利特區政府施
政。因此，中央自然希望民主黨能夠改弦易轍。

對民主黨來說，激進路線只會將其引入「死胡
同」，不少民主黨中間派成員已經紛紛表示對黨路線
的不滿，如果民主黨堅持走對抗路線，只會引發更大
規模的退黨潮，流失大量中間選民的支持，在選舉中
陷入兩面不是人的處境，而這恰恰是激進派樂於見到
的。因此，近日對於民主黨與中央官員的正常會面，
激進派隨即大興問罪之師，要阻止民主黨走上對話溝
通之路，反映激進派激化香港政局對立的險惡用心。
民主黨等溫和派不論從香港利益考慮，還是從自身利
益考慮，都應該積極回應中央的善意，抵住激進派的
壓力，選擇合作共贏的正道；早日停止爭拗，凝心聚
力、共謀發展，做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口中的
「朋友」，而不是「死硬派」。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日前與香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人午膳，是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被否決後，中央官員首次與香港反對派會面。在「後政改」時期，中央官員與反對派政黨

會晤，釋放出重要訊號，不但顯示出中央與反對派的溝通誠意，並沒有因為政改方案被否決

就關上溝通大門，而且也反映中央對於溫和反對派的期望。民主黨一向是溫和反對派的中堅

力量，雖然罔顧民意否決政改方案，但中央仍然認為民主黨是可以溝通的對象，尤其是當前

社會各界都期望集中精力改善經濟發展民生，中央自然希望民主黨等溫和派能夠改弦易轍，

放棄對抗路線，重新回到理性溫和的道路，紓緩行政立法的緊張關係。中央的出發點是從香

港的大局以及港人利益出發，溫和派應積極回應中央的善意，抵住激進派的壓力，早日停止

爭拗，共謀發展，要做「朋友」不要做「死硬派」。

■王國強

中央官員與民主黨會面釋訊號 反對派應棄對抗回歸溫和理性

創新科技是全球發展大趨勢，深
圳近年躍居創新及科技重鎮，其國
家級高新技術企業達4,000餘家，為
全國城市之冠，當中華為、騰訊、
大疆等企業更是聞名遐邇，過去4年
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年均增長
近一成，成績斐然。一河之隔的香
港，多年來亦以發展創新及科技產
業為目標，為借鑑深圳成功之道，
民建聯早前北上，與深圳市科技創
新委員會交流。
根據深圳市政府架構，科技創新
委員會層級高於「局」，而「局」
又高於「辦公室」。
成立高層次專責機構只是第一

步，關鍵是制定完整政策規劃及支
援措施，鼓勵社會各界投資、投身
創新及科技產業。

深基金扶助研發
「孔雀計劃」吸才

深圳特別推出一系列支援措施配
合，例如設立創投基金扶助研發，
基金額度達30億元，每個受惠項目
支援額可達100萬元以上。推出高
層次人才「孔雀計劃」，以高達150
萬元的補貼，以及子女入學、配偶
就業、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優待措
施，吸引人才進駐深圳，投身創新
及科技等高增值產業。近年流行
「創客」之說，即是熱愛創新及科
技，勇於實踐、創業的人，匯聚、
扶助這些人，便能推動創新及科技
發展。故此，深圳根據《關於發展
眾創空間推進大眾創新創業的指導
意見》，對新建、改善創客空間，
或引進國際創客實驗室的機構，提
供最高500萬元資助；又將創客空
間用地納入深圳市新型產業用地範
疇，給予優先安排，力求把深圳打
造成國際創客中心。

創科局淪政爭犧牲品
嘆港蹉跎歲月

深圳創新及科技產業的成功，是
官、產、學、研苦心經營的成果，
除了得益於高層次機構專門統籌
外，也受惠於政策規劃及支援措施
的全面配合。
香港亦明白，以高層次機構專門

制定政策、協調資源，有助推動創
新及科技發展，才會提出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可惜一直被「泛民」拉
布拖延，蹉跎3年依然未能成事，新
局淪為政治鬥爭犧牲品。究竟香港
的創新及科技何時才有出頭天？情
況實在令人憂心。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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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吳康民日前建議下屆特首應由公務員出身
的人士擔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右圖，黃偉邦
攝)昨日表示，政治問責工作不一定由特定人才擔
任，強調出任特首條件是須得到中央信任、港人
支持、具備才能，以及與公務員有好的合作。
曾鈺成昨日在公開活動後，被傳媒問到對吳
康民意見的看法時提到，香港公務員非常專

業，並無需要「駕馭」與否的問題。他認為，
各方人士皆有所屬專長，不認為由特定人才適
合擔任政治問責工作。
他重申，出任特首的條件是須得到中央信

任、港人支持、具備才能，以及與公務員有好
的合作。
被問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是否出任特首的合適人選時，曾鈺成認

為，香港有許多有能力及有心人願意為香港服
務，包括林鄭月娥和曾俊華，而參選特首與否
均屬有關人士的決定，他不評論個別人士參選
與否或者是否合適。

認2012年2月認真考慮參選特首
曾鈺成承認自己於2012年2月時曾認真考慮

參選特首，笑言「大家記得當時發生什麼
事」。他憶述，當年曾與吳康民討論有關事
宜，但對方認為他參選「很危險」，所以放棄
有關念頭。

曾鈺成：問責官員無須特定人才

「港大關注組」語焉不詳
抹黑建制派索授權票

「港大校友關注組」昨日舉行記者
會，大打「悲情牌」，高喊「港

大告急」、「守護母校」等口號，呼籲校
友明日到場投票，支持他們提出的議案。
畢業生議會容許未能出席會議的校友授權
其他校友投票。「關注組」召集人葉建源
稱，每個校友可獲的授權票不限數量，有
可能出現「組織票」、「公司票」、「人
情票」等，或影響投票結果，所以希望校
友親身到場投票，以準確反映校友立場，
又稱為了確保授權票真確性，已向畢業生
議會提出抽查授權票，以確立投票結果公
信力。

無憑無據誣衊「親中商會」

「關注組」雖然口講制度不是，但早前
卻不斷收集授權票，圖令他們提出的議案
獲通過。葉建源稱，不便透露獲得多少授
權票。
「關注組」成員麥東榮聲稱，有校友本

來承諾授權他投票，但之後發現其授權
「畀老闆攞咗」，而其任職的是一間中小
型律師事務所。
「關注組」成員許天福稱，有校友本身

已加入一些商會，接到不相識的人「追魂
call」，向他索取授權票不果，反映有人
透過機構搜集校友資料，再索取授權票。
被問到是哪間商會時，許天福只稱是「一
啲親中商會」，未有披露組織名稱。
葉建源承認議案沒有約束力，校委會不

會受投票結果影響，但聲稱校友「史無前
例咁強大」的聲音，校委會不可能置之不
理，必須尊重，又稱畢業生議會是《香港
大學條例》下的法定組織，擁有討論大學
事務及反映意見的權利，所以投票結果非
常重要。

畢業生議會明特別大會表決
畢業生議會明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討論及表決3項議案，包括由葉建源等
提出「校委會須在30天內確認物色委員
會的副校長任命建議」、「行政長官不可
出任校監」、「行政長官出任校監只屬禮
節性」等。「關注組」成員張韻琪等提出
「校委會主席必須由教職員及學生所接

受的人選出任」。會議轉至灣仔會議展
覽中心舉行，是畢業生議會首次在港大
以外舉行的會議，並首次由核數師核實
投票結果，預計結果於後日中午前公
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大

學畢業生議會明日舉行特別會員大會，

討論及表決多項與港大副校長任命有關

的無約束力議案。反對派主導的「港大

校友關注組」昨日「吹雞」呼籲校友到

場投票，死撐他們提出的議案，包括

「校務委員會須在30天內確認副校長任

命」、「行政長官不可出任校監」等。

他們聲稱收集校友的授權票時，已被

「親中商會」等組織動員授權，卻拒絕

透露詳情，企圖在投票前夕抹黑建制

派，抹黑要求政治勢力遠離校園的廣大

校友，繼續把事件政治化，並隨時可以

博同情、輸打贏要。

■「港大校友關注組」 陳庭佳 攝

■■「「港大校友關注組港大校友關注組」」企圖在投票前夕抹企圖在投票前夕抹
黑建制派黑建制派，，抹黑要求政治勢力遠離校園的抹黑要求政治勢力遠離校園的
廣大校友廣大校友。。圖為港大校園圖為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