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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政治取態如何，你認為香港是否需要一股
溫和中間力量？
非常需要 38.3%
幾需要 31.0%
一半半 7.0%
不是很需要 8.4%
非常不需要 7.5%
不知道 7.8%
下面哪些選項是溫和中間力量的主要作用？
推動互相尊重政治文化 59.6%
避免社會撕裂 53.6%
與中央溝通 51.7%
推動民主發展 45.8%
落實「一國兩制」 45.0%
平衡激進勢力 40.6%
是否贊成中央政府與反對派就普選問題進行對
話？（分別訪問傾向建制派及反對派人士）
贊成 75%（建制派）76%（反對派）
一半半 9%（建制派） 11%（反對派）
反對 8%（建制派） 11%（反對派）
不知道 9%（建制派） 3%（反對派）

資料來源：「民主思路」
製表：鄭治祖

「民主思路」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本月12至17
日進行《民主思路意見調查2015》，以隨機電話

方式訪問了超過1,000名18歲以上的香港居民，以了解他們
對不同政治取向的態度及相關意見。

42%受訪者自稱中間派
調查結果發現，近42%受訪者認為自己傾向中間派，
15.6%受訪者表示自己政治中立，只有28.4%受訪者表示
他們是傾向「民主派」，及11.4%受訪者表示傾向建制
派。
調查又顯示，有七成受訪者認為在不論政治取態的情況
下，香港需要介乎建制和「民主派」的中間力量。當中約六
成受訪者認為，溫和中間力量可以推動互相尊重的政治文
化，分別逾五成市民認為可以避免社會撕裂，及促成與中央
溝通。

73%撐中央反對派就普選對話
在普選議題上，有73.2%的受訪者也表示贊成中央政府與

反對派之間就普選問題進行對話，表示反對的受訪者只有不
足10%。
「民主思路」認為，這次民調帶出兩點信息，第一是港人
希望一股有別於傳統建制與反對派的全新中間溫和政治力量
出現，目標是改變如今的政治對立局面，推動互相尊重的政
治文化，從而避免社會撕裂。另一信息就是港人仍然相信透
過與中央互相尊重的對話，能有望解決民主發展及「一國兩

制」所出現的問題。「民主思路」並認為，這政治期望並非
局限於個別政治陣營，而是一種跨黨派、跨年齡、跨學歷的
共同願望，期望可打破了一貫傳統反對派與建制派對立的政
治局面。
湯家驊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今次民調結果顯示本港反對

派和建制派支持者比例，有別於過去研究的「六四之比」，
未來需要再探究背後原因。他又認為部分市民希望透過溫和
政治勢力，解決本港民主發展及落實「一國兩制」出現的問
題。他續說，「促成中央政府與『泛民主派』之間就普選問
題進行對話，將會是『民主思路』的其中一個主要工作目
標，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辦妥的事情。為此，『民主思路』
首先會加強與支持者的溝通，吸納更多民主支持者，讓溫和
中間力量不斷擴大，並期望日後能夠就普選問題與中央政府
溝通。」

阿湯：或設衛星組織助成員選立會
他並指，「民主思路」現正和香港不同黨派會面，剛剛與
「公共專業聯盟」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和梁繼昌會面，下星期
將會見民建聯。 對於未來各項選舉，湯家驊說，「民主思
路」是智庫組織，沒有派人參與區議會選舉，亦不會參與立
法會新界東補選，但可能成立衛星組織，支援成員參與明年
的立法會選舉。
另外，「民主思路」明年會再進行深度研究，了解社會對
內地與香港兩地關係、身份認同等方面的意見，及積極籌備
推出一系列的專題叢書。

A11 政情與評論

港大學生會昨日起發起「公投反李
國章入管治架構」的行動，認為香港
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必須由教師、職
員及學生接受的人選出任，「李國章
不適合在香港大學管治架構擔任任何
職位」。這是干預港大校委會行使人
事權的粗暴行動，也是企圖剝奪大學

自主權的鬧劇。
在學生會背後操縱的，就是反對派政客，包括余若
薇、梁家傑、葉建源等人，一早就跑到港大中山廣

場，又以「港大校友關注組」的名義舉行記者會，搶
在新任校委會主席任命公佈前表態，反對李國章任港
大校委會主席，這是極不尋常的。
港大的管理，完全按照《大學條例》來實行，港大
校委會主席的委任，權力在行政長官。任何法治文明
的社會，都要依法辦事，管理公帑舉辦的大學機構當
然也不例外。政黨政客非法介入港大的人事任命，暴
露出這些政黨政客奪權的野心，企圖令大學的管理要
由政黨政客說了算。
眾所周知，即使立法會議員對大學事務有意見，也

只能透過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途徑來過問，要經
過合法民主的程序，絕對不可能任由政黨政客，在學
校教唆搞所謂「公投」，改變大學運作的規章制度，
決定大學校委會主席任命的重大人事安排。這根本是
非法行為，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大學校委會主席為
何一定要由教師、職員、學生接受的人來擔任？理據
何在？政黨政客憑什麼可以拋開《大學條例》，操縱
校委會的管理權，搶奪行政長官的任命權？這違反了
香港大學一百多年的傳統和制度。政黨政客策動學生
會奪取港大的管理權，對於港大來講是一場大災難。
港大什麼事情都政治化，還講什麼院校自主、學術自
由？
李國章曾經擔任中大的校長，更出任過特區政府

的教統局局長，對大學的管理、教育事務駕輕就

熟，完全勝任港大校委會主席一職。反對派反對李
國章擔任港大校委會主席，決不是為了港大的利
益，更不是為了香港整體利益，而是擔心李國章擔
任了港大校委會主席，那些搞黑金捐款、搞「佔
中」、縱容學生鼓吹「港獨」的「政治學者」，就
不可能像現在那麼逍遙自在。這正正說明李國章是
公正適合的人選，他不會向惡勢力低頭屈服，能夠
代表700萬人維護港大的利益。一小撮港大學生，
與反對派政黨沆瀣一氣，玩弄「公投」遊戲，企圖
突破法律約束，抗拒李國章當校委會主席，衝擊香
港大學的自主權，破壞港大的管理。香港沒有「公
投」的機制和法律依據，「公投」反對李國章進入
港大管治架構，必定和反對派以往多次「公投」的
下場一樣，注定失敗。

「公投」反李國章是破壞大學自主的鬧劇
徐 庶

■責任編輯：霍柏宇 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藉「日本病」唱衰中國 愚蠢至極
《蘋果日報》拿日本的經濟衰退作為例子，為唱衰

中國經濟製造輿論，不僅充分暴露了自己的愚蠢無
知，更說明其為美國效勞，散播「中國經濟崩潰論」
的陰險圖謀，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事實上，日
本的經濟衰退，是國家政策屈從美國，一味放棄獨立
自主所造成的。1985年9月美國為解決本國劇增的財政
赤字，利用「廣場協議」，實現了對外貿易逆差大幅
增長。通過美元貶值，美國增加了本國產品的出口競
爭力，卻迫使日圓大幅度升值，改善國內國際收支不
平衡狀況。在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美國利用高利率
政策，使得大量流入美國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日本企
業資金全軍覆沒，狠狠地撈走了日本積蓄了20年的財

富，令日本元氣大傷，走上了經濟衰退的漫漫長路。
另外，日本政府的赤字政策和大量放水，推高房地產
價格，使得日本企業的生產成本、工資水平大幅度上
升，最後令日本企業被迫削減科研開支，今天日本許
多產業面對的不僅僅是破產的問題，而是被淘汰的命
運。加之20年來日本資方不斷削減工資，使得日本人
失去了自信和活力，整個社會變得沉悶、閉塞，向上
的精神蕩然無存，整個國家都迷失了方向，這就是
「日本病」的來龍去脈。

反觀中國，與日本完全不同。中國推行獨立自主的
國策，從來沒有屈服外國的「軟骨症」；再者中國人
的消費能力正處於高峰值狀態，五中全會的工作重
心，更聚焦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收入和消費力，「全面
實現小康」，實現城市居民和農民未來5年平均增加收

入7%的目標，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中國的內需增長
預計也會維持相應水平。另外，伴隨中國「一路一
帶」發展戰略的逐步鋪開，中國的出口商品將由過去
的衣服和鞋類等低附加值模式，轉變為高附加值的大
型機電產品和大型基礎裝備出口，創造外匯的能力大
幅度增加，高速鐵路、核電站、水電站、常規火力發
電站、工業裝備的出口，將會有力地推動出口數字不
斷攀升。

而發展城鎮，讓農民變成城市的工人和服務業從業
員，更是中國推動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有力引擎。未
來5年，中國城鎮新就業人口每年就達到4,500萬人，
這和日本的勞動人口快要跌破1億人，形成鮮明對比。
另外，從美國、英國、歐洲、東南亞國家爭相和中國
發展經貿關係，產業互相合作，說明全世界都認為中
國是未來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只有《蘋果日報》閉着
眼睛，說中國患上了「日本病」。

中國才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中國今年1至6月的出口國下跌了6.9%，《蘋果日

報》以此為據，斷言說「中國陰乾」了，這一結論簡
直就是歪曲事實，唯恐天下不亂。事實上，中國出口
貿易的下跌，這是全球不景氣所造成的，是西方國家
購買力急劇衰退的直接後果。今年1至5月份，出口衰

退最為嚴重的地區是歐洲，法國衰退16.8%、意大利衰
退15.7%、德國衰退14.2%。1至6月份印度出口衰退
16.0%、巴西衰退14.7%、馬來西亞衰退13.7%、新加坡
衰退13.1%、印尼衰退11.9%。連美國前5月的出口也衰
退了5.1%，日本更是衰退7.8%，中國出口下降的幅度
是最小的。其次，中國第十三個五年計劃，提出年均
增長保持7%左右，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保
持這樣高速的增長。即使按照每年6.6%的增長速度，
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也完全有可能在2020年實現較2010
年的翻倍增長，《蘋果日報》的所謂「中國陰乾」
論，顯然是顛倒黑白，把最好的說成是最壞的，這種
報紙怎麼會有公信力？

中國「減息降準」的目的就是把銀行裡面被綁的
資金釋放出來，擴大對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貸款支
持力度，是中國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舉措。「十三
五」規劃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有很多大計，並不是倚靠
「減息降準」，《蘋果日報》完全搞錯了。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蘋果日
報》用日本的「沉舟」來比擬中國，恰恰說明了五中
全會將會啟動「千帆競發」創業創新，鼓勵中國中小
企大展拳腳，鼓勵民營企業走向世界，鼓勵香港的企
業和專業人士在「一路一帶」的經濟發展大潮中拓展
自己更大發展空間。

高天問

中共中央近日召開第十八屆五中全會，中國的第十三個五年計劃即將公佈，預計將聚焦推

動中國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轉型進程。在此重要時刻，《蘋果日報》又大放厥詞，發表社論

唱衰中國經濟前景，說「中國染上日本病，會變成第二個日本，經濟不斷收縮」云云，還說

「量寬」或「減息降準」「不可能發揮甚麼重要作用，經濟下行的趨勢難以改善」。這種歪

曲事實的惡意攻訐，說明《蘋果日報》非常害怕中國通過第十三個五年計劃，配合「一帶一

路」發展戰略，發展成為經濟強國。

《蘋果日報》唱衰中國 歪曲事實愚蠢無知

與中央溝通免撕裂
七成認需「中間力」

阿曾堅稱文章談連任無關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近年政治爭拗不斷，違法「佔領」行動及2017特首普選爭議

更令社會撕裂。本港智庫組織「民主思路」於本月初委託民研機構進行調查，發現有七成受訪者認

為香港需要介乎建制和民主派間的中間力量，從而推動互相尊重的政治文化，避免社會撕裂及促成

與中央溝通。「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阿湯）表示，結果顯示市民希望透過溫和政治勢力，解

決香港民主發展及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未來「民主思路」將會努力促成中央政府

與反對派進行對話，解決普選爭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新一屆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選舉將於2017年年初舉行，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阿曾)昨日以《不准連任》為題撰文，講述墨西哥
憲法規定總統只能出任一屆，由於毋須考慮連任，總
統不用擔心失去選票而不敢推出有爭議的政策，不讓
選舉政治妨礙施政，有媒體猜測文章有「弦外之
音」。曾鈺成昨出席公開活動時否認文章是針對梁振
英不應連任，又指梁即使競逐連任，也不會影響他履
行職務，而世界超過七成地方均容許首長連任，相信
這是較受歡迎的主流制度，目前看不到有任何理由需
要作出改變。
曾鈺成在《不准連任》一文提到，日前與一位訪港的

墨西哥外交大使談起任期問題，對方指墨西哥是世界上
少數規定首長不能連任的國家，憲法規定總統只能出任
一屆，為期6年，這是要防止獨裁者再出現。曾鈺成認
為此舉可以讓總統不會因為擔心失去選票而不敢推出有
爭議的政策，不讓選舉政治妨礙施政。
文中他又引用可以連任一次的美國總統作對比，

指其在任年期理論上雖然長達8年，但由於總統在
任第4年（第一屆最後一年），整年時間都會花在
競選連任活動上；而到了第二屆任期的最後一年，
下一任總統當選後，在任者便成為「跛腳鴨」政
府，難望在任期最後階段有突破表現。對比之下，
毋須花時間做競選連任的墨西哥總統，6年任期的大

部分時間都可以正常地履行職務，落實政綱，較少
受民粹主義影響。

指歷屆特首交替均沒「跛腳」
曾鈺成昨午出席本報未來之星10周年酒會時，被記

者追問文章是否影射特首梁振英。曾鈺成強調兩者並無
關連，文章僅為探討連任及不連任制度的各種利弊。曾
鈺成進一步指，本港過去歷屆特首交替均未有出現「跛
腳鴨」政府的情況；過去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均不會
花太多時間在競選工作，相信即使梁振英競逐連任，亦
不會影響他任內正常工作。
被問到他會否支持本港引入特首「不能連任」規定，
曾鈺成指，世界超過七成地方均容許首長連任，形容這
是較受歡迎的主流制度，目前看不到有任何理由需要作
出這種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
特區政府透過多種渠道與市民溝通，行
政長官梁振英前日便啟動個人面書
（facebook）網站，與市民分享其生活
點滴，加強與各界的聯繫。社交網站設
置首日，梁振英已上載8張「荷花」照
片，獲得約350個「讚」。特首昨日再
次上載4張「荷花種子」照，大談他的
種花心得，吸引逾300人讚好，多名年
輕人亦有轉載分享特首的發帖。
梁振英昨晨在其「新開張」的社交網

站進行更新，上載了4張「荷花種子」
照片。他剛剛購買了3款產自內地的荷
花種子，每包價值12元。他寫道：「荷
花很美，種子不貴，但要成功發芽很有
挑戰性，要不要試？」接近300名市民
讚好，包括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
主席馬恩國大律師、資訊科技企業家兼
葵青區議員鄧淑明博士及嶺南大學經濟
學系教授何濼生。
梁振英昨晚下班後又發佈15張「紅肉

火龍果」照片。他說：「火龍果是仙人
掌類植物，用大盆就可以種，花似曇
花，巨大無比，有十吋直徑，半夜開
花。果實成熟後會自動裂開，吸引昆蟲
傳播種子。裂開的紅色果實長皮有鱗
片，張開大口，拖着長長的綠色尾巴，
大概因此叫火龍果？」

網民：我都想種荷花
另外，有約40名市民轉載分享梁振英
的發帖給朋友，當中不乏年輕人的支
持。現修讀嶺南大學藝術系的姓李網民
對梁振英的荷花照表示欣賞，她分享發
帖時留言說：「特首，我都想試下種荷
花呀。」一名爭取民主的姓趙年輕網民
則建議，「咁鍾意種花，建個温室實在
很有必要。」他又表示，「希望CY
Leung肯接受我的面書交友請求啦。」

「思路」
民調：

■■湯家驊湯家驊((中中))指七成市民盼有中間力量指七成市民盼有中間力量。。

■梁振英在個人面書上載荷花種子照片。

■CY■CY 面書個面書個
人資料圖片人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