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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政情與評論

港大校務委員會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至今將近
3個月，然而校委之一的「洩密」學生會會長馮敬
恩，卻以「待罪之身」揚言，將通過司法覆核手段
為陳文敏「翻案」。剛剛從政爭風暴中稍得喘息之
機的港大，恐怕又將開始另一場噩夢。那些口口聲
聲要捍衛學校聲譽，卻以濫用司法覆核來挑戰、破
壞校委會權威的所謂「港大人」，簡直是「倒米兼
贈興」的最佳代表，是對港大的最大諷刺。

港大校委會早在9月29日的會議上，已經否決
了物色委員會推薦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出任副
校長，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任命決定，也是校委
會職責和權威的體現。陳文敏落選，是校委會成
員依循既定遴選標準及程序，經過理性討論作出
的集體決議，合情合理合法，不存在非法、濫權
或越權的疑點。然而為了幫陳文敏「扭轉乾
坤」，抬轎能手馮敬恩卻執意將政爭延續到法庭

上，濫用司法程序作為政治抗爭的工具和手段，
不惜浪費大量社會資源也要達到抬陳文敏上位的
政治目的。前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列顯倫已經針
對「港大人」梁麗幗濫用司法覆核的行徑作出了
嚴厲的申飭，馮敬恩卻充耳不聞，繼續「頂風作
案」，可見其毫不憐惜母校的聲譽，也毫不尊重
校委會權威，更毫不在意濫用司法覆核對法治社
會造成的不可挽回的負面效應。這位誠信破產、
公然毀諾洩密的學生會長，在上一輪副校長任命
風波中才「捅了母校一刀」，現下又要拖着母校
再上法庭，重入政爭的風暴眼，看來其對母校的

感情，真是「愛你愛到殺死你」，令人不寒而
慄，退避三舍。
眾所周知，港大因受政爭拖累，無論是國際排

名還是教育水準均是一路下跌，全社會莫不為這
所百年學府的前途命運而憂心忡忡。馮敬恩沒有
辜負陳文敏的期望，一路為他「水裡水裡去，火
裡火裡去」，卻令港大一次次置身「水深火熱」
之中。然而，港大自主辦校的法定權利和校委會
的權威不能被肆意威脅和干預。校園只容得下問
師求學的學子，如馮敬恩之流的政治搞手一日不
受點教訓，港大就一日不會安寧。

馮敬恩圖司法覆核「翻案」 港大再遭殃 江令儀

■責任編輯：甄智曄 2015年12月24日（星期四）

給香港和國際社會一顆效力無比的「定心丸」
「一國兩制」是新生事物，其實踐不可能一帆風

順。習主席指出今年香港「一國兩制」的實踐出現新
情況，最突出的應該是今年6月18日反對派否決普選方
案後，香港及國際社會都有議論，香港社會出現了各
種言論和情緒，有人對「一國兩制」和香港未來發展
感到困惑，還擔心中央收緊對港方針政策。普選方案
被否決後，英國政府發表聲明對表決結果感到失望，
強調過渡到普選是保障香港繁榮和穩定的最佳途徑。
美國白宮發言人雖避談香港政改，但強調美國重視與
香港的關係及香港的繁榮與穩定。

事實上，香港社會一些人的擔心和揣測，以及包括
英美在內的國際社會在對普選方案被否決的失望中，
對與他們利益攸關的香港繁榮穩定的擔憂，都是沒有
根據的，也是毫無必要的。因為習主席強調的第一點
堅持，就是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不
會變、不動搖，這進一步堅定和深化了中央對港一以

貫之的基本方針政策，猶如給了香港和國際社會一顆
效力無比的「定心丸」。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在不同場合
多次重申：中央將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中央的這個立
場是一貫的，堅定的，始終不會動搖。去年9月，習主
席會見香港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時就強調，中央對香港
的基本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中央將堅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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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習主席用了「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表達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如江河行
地，日月經天。推動「一國兩制」事業發展，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繼續發揮香港在國家發展中的獨特
作用，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央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不走樣、不變形」既是要求又是警示

習主席強調的第二點堅持，就是全面準確地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
方向前進。習主席提出的第二點堅持，既是要求香港
社會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含義，又是警示防
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施。

當前，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一國兩
制」在香港實施的重大歷史轉折，對「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有人片面強
調「兩制」，忽視「一國」，把「高度自治」當成
「完全自治」，抵制甚至否認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等，還有一些人對國家實行的基本制度、發展歷程
缺乏認識。這些方面，對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在
香港不走樣、不變形是不利因素。習主席提出的第二
點堅持，有助港人認識「一國」與「兩制」的關係，
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是先與後、源與流的關係。沒有
「一國」，就沒有「兩制」。只講「兩制」，不講
「一國」，只講維護所謂香港核心價值，不講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就會成
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外部勢力插手香港事務，反中亂港勢力製造事端，
兩者勾結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則是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不走樣、不變形的最大干擾和威
脅。香港極少數人花樣翻新地在香港製造政治麻煩，
與外部勢力形成干擾破壞「一國兩制」的雙簧戲。去
年的違法「佔中」就是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

壞「一國兩制」的行動。中央
一再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
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涉或指
手畫腳，強調要警惕外部勢力
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
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

中央再次挺梁 籲抓住機遇謀劃長遠發展
習主席表示，中央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充分

肯定。中央再三表達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工作的充分
肯定，不僅因為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為依法推進香港政治發展，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付出了艱辛努力，且在許多領域
取得了積極的進展，同時因為香港正處於關鍵的歷史
發展時期，中央鼎力支持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抓住
國家全面改革的機遇，將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推
動香港可持續發展。

習主席強調，當前謀發展、保穩定、促和諧是香港廣大
市民的共識，亦是特區政府的主要任務，希望特區政府團
結社會各界，抓住國家進入「十三五」時期的機遇，積極
謀劃長遠發展，為香港繁榮穩定打下基礎。香港在國家未
來五年的發展藍圖中，能否利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全看自身能否趨利避害。「十三五」有助香港跨越政
治化陷阱，將精力集中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來，透過與
內地的優勢互補，持續創造互惠共贏。

政治洪流，誰也難擋。今屆區
議會選舉， 民主黨多名老將慘遭
拉下馬，該黨一直根深蒂固的
「大佬文化」亦告崩潰，等待多
時 的 「 乳 鴿 」 決 定 借 勢 「 上

位」。有民主黨資深黨員透露，「乳鴿」的
「胃口」相當之大，除計劃明年10月底民主黨
領導層換屆選舉時，全面攻陷各領導層職位之
外，還密謀染指立法會議席。而以「惡」聞名
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或將成「雙失老人」，
除讓出立法會新界東議席之外，其主席「寶
座」亦將被「乳鴿」取而代之。

該民主黨「老鬼」慨嘆，民主黨換血的年
代終於來臨了，不「抽身」離場也不行，因
區選後一眾「乳鴿」自我感覺良好，不斷向
黨內元老逼宮，加快換血的速度，黨內甚至
有聲音要求，民主黨在明年立法會選舉「應
以全新面孔示人」，「盤踞」立法會議席多
年的「千年議員」應為從政生涯劃上句號，
「未來屬於新一代的天下」。「乳鴿」其中
一個針對目標就是劉慧卿，有指她不再參選
立法會選舉外，更會讓出民主黨主席的「寶
座」。

「拒退」無理由 先安撫「樁腳」
該人士透露，「劉姥姥」（劉慧卿）對退下

火線一直「心大心細」：若繼續霸佔「寶
座」，擔心被批評是「大佬文化」，新一代無
法「上位」，對吸納新血造成障礙；若交棒的
話，則擔心「乳鴿」還未具足夠的「江湖地
位」，民主黨的「金漆招牌」將會褪色。據
悉，「劉姥姥」以區選成績作為是否退下火線
的標準，而「乳鴿」是次成績理想，她再無
「拒退」理由，民主黨在新界東的「新一代」
開始為交棒作準備工作。

對於「劉姥姥」為何遲遲不表態，該人士稱
民主黨的「前綫」派系在區選成績理想，「派
幾多人參選就幾多人勝出」，而「前綫」派系
一直對下任主席熱門人選、總幹事林卓廷甚有
微言，認為他沒有當主席的能力，「但擁有濃
厚的主席派頭」，對「瞓身」為林卓廷抬轎感
到萬般不願意，黨內元老擔心，若地區「樁
腳」不合作，將會「陰溝裡翻船」，分分鐘輸
掉立法會議席，故此不欲太早公佈，產生變
數，劉慧卿現時先擺平「樁腳」的不滿情緒，
才作最後決定。

該人士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劉姥姥」絕對
不會效法公民黨主席余若薇，以在參選名單內
排第二名的方式，強推林卓廷上位：「不要視
選民為傻瓜，就算選民願意送票，一旦催谷太
盡，累了其他『泛民』團隊，便會遭到譴責。
反之，若『劉姥姥』吸票能力不足，便會為其
從政生涯蒙上污點，不如選擇『光榮引退』
吧！」

羅健熙「吹定風」謀主席位
至於民主黨主席方面，該人士透露一心角逐

「超級區議員」的羅健
熙，明白到「傘兵」勢力
突圍而出，甚為強勁，民
主黨下年未必有機會再奪
兩席，他心想「未能當上
立法會議員，就拿民主黨
主席作安慰獎」，近日已
經不斷為自己「吹風」，
把自己塑造成主席的「不
二人選」。

■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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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兩點堅持」 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下午在北京向國家主席習近平述職，習主席指出今年來香港「一國兩

制」的實踐出現新情況，並首次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有兩點堅持：一是堅定不
移，不會變、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
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習主席提出的「兩點堅持」，是對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的
深刻總結，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意義，極大地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和實踐，對香港
「一國兩制」的深入發展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議程排序拗一餐
商高鐵狂拉布

市民對「一國兩制」信心淨值明顯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

計劃昨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
和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較3個月前增加，而市民對
兩地前途和「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都明顯回升，當
中市民對內地前途的信心最大。
港大民研於本月10日至15日期間，透過隨機抽樣

方式，成功訪問1,012名香港巿民，了解他們對中央
和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及對香港、內地前途和「一
國兩制」的信心，並於昨日公佈結果。結果顯示，巿
民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較3個月前增加，
最新信任淨值分別為負1個和正8個百分比，當中市
民對中央的信任增幅更明顯，上升了8個百分點。

而巿民對香港前途、內地前途和「一國兩制」的信
心淨值等全部都有明顯回升，其中巿民對內地前途的
信心最高，最新信心淨值為正34個百分比，較3個月
前明顯上升8個百分點，而對香港前途和「一國兩
制」的信心淨值，就分別大幅上升10個和14個百分
點，達到正4個及正7個百分比。 ■劉慧卿

工務小組昨早審議涉及廣深港高鐵
香港段鐵路工程及非鐵路工程，

合共約196億元的追加撥款申請。會議
一開始，已有多名反對派議員聲言不滿
議程排序，「人民力量」陳偉業聲稱，
工務小組尚有多項議程，高鐵具爭議
性，不應在此時討論。「人民力量」陳
志全亦聲言，工務小組上周剛審議完成
港珠澳大橋追加撥款申請，原本期望昨
日的會議可以通過多項無爭議性的民生
項目，揚言高鐵項目是「打尖」。
工務小組就議程排序問題討論了近半
小時，之後議員就應否「逐字記錄」會
議記錄有不同意見，需要投票表決，結

果花了近一小時，才可正式進入討論項
目。

張炳良：完成工程才是負責
運房局局長張炳良表示，目前工程已

經完成超過75%，如果中止工程，需2
至3年才可以重新招標，並需要額外
282億元，即日後要930多億元才可以
完成高鐵項目；即使項目「爛尾」，亦
要額外支付106億元，形容是「賠了夫
人又折兵」。
他認為現時形勢十分明顯，完成工程

才是負責任的做法。
工黨李卓人聲言，張炳良是企圖以

「爛尾」為由威脅立法會通過撥款，又
質疑高鐵回報率為何由最初的6%，降
至現時的4%，並且在「一地兩檢」還
未有定案，就率先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張炳良回應說，並非以「爛尾」作威
脅，而是要交代實際情況，當局現已積
極和內地溝通，但李卓人聲稱張炳良未
有回答問題，提出休會辯論動議。

譚耀宗籲不要再拉阻發展
多名建制派議員隨即表示反對休會辯論

動議。民建聯議員譚耀宗批評，反對派
發言不成理由，只屬歪理，是濫用議事
規則，「他們只是說很多不是理由的事
情出來，不斷提出休會、終止，以各種
問題意圖拉布，是不得人心的做法」，
呼籲反對派議員勿再拉布阻礙發展。民
建聯梁志祥更狠批反對派「拉布拉到傻
咗」，一切涉及內地的事宜都要「斬
斷」，質疑是否想把香港變成孤島。

王國興：時間應用來提問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亦斥責反對派拉布
做法可恥，認為若對「一地兩檢」有疑
問，應該利用時間提問，而不是動議休
會。經民聯梁君彥則認為，目前立法會
每一項議程都有議員拉布，實際上阻礙
民生項目通過的是拉布議員。
張炳良強調，只有落實「一地兩

檢」，高鐵才能發揮應有效益，港府正
與內地商討有關問題，在不破壞「一國
兩制」的原則下，理順和解決「一地兩
檢」問題，如果高鐵停工，爛尾後果嚴
重，不能低估承建商的申索。
港鐵行政總裁梁國權表示，對未能

如期完工感到遺憾，強調不會迴避責
任。
最終兩小時的會議時間屆滿，休會動
議仍未能表決，工務小組會於下月13
日續會。

反
對
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反對派拉布惡行沒完沒了。立

法會工務小組昨日討論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工程超支，多名反

對派議員重施拉布故伎，花大

量時間討論議程排序問題，工

黨李卓人更提出休會辯論動

議，最終會議時間屆滿，要待

下月13日續會。建制派議員炮

轟反對派拉布做法可恥，認為

應善用時間發問而非動議休

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表示，若高鐵「爛尾」將要額

外支付106億元，形容是「賠了

夫人又折兵」，他指特區政府

正與內地商討，冀在不破壞

「一國兩制」原則下解決高鐵

「一地兩檢」問題。

■張炳良 ■梁志祥 ■王國興■譚耀宗

■梁國權 ■陳志全 ■李卓人■陳偉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