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港政策 一貫堅定
王光亞：「一國兩制」堅定不移 實踐不走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

道）旺角暴亂後，令人擔憂中央對港政策

或有改變，多位國家領導人都已就此表明

態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日到北

京人民大會堂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前，也主動向在場記者

表示，香港最近出了點事，所以大家比較

關心中央政策會否因而改變，但他可以負

責任地說，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一貫

及堅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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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提案促「十三五」挺港旅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身兼香港友好協進會

經濟事務委員會主任的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在北京
聯同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先後和國家
旅遊局及商務部官員會面。唐英年昨日透露，他們在
與旅遊局官員會面中，討論了旺角暴亂等事件對香港
旅遊業所造成的衝擊。唐英年表示，他將與全國政協
香港委員聯署提案，希望可在國家「十三五」規劃
中，加入旅遊業作為香港支柱行業，昨日已經有84人
聯署。

研「一程多站」兼遊珠三角
唐英年和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戴德

豐，與身為港區人代或政協委員的友好協經濟事務委
員會成員，包括呂耀東、邱達昌、王冬勝、許漢忠、
張華峰、梁君彥、王敏剛等，前日和國家旅遊局局長
李金早及副局長杜江會面。昨日，他們則和國家商務
部副部長王受文、台港澳司司長孫彤、外資司司長唐
文弘及綜合司副司長宋立洪會面。
唐英年形容兩次會面「氣氛都好好」，大家「如一家

人般」坦誠交流。在與旅遊局官員會面時，雙方就「一

程多站」交換了很多意見，希望研究如何讓來港旅客還
可以到珠三角、泛珠三角和其他內地省市旅遊。

「暴」毀形象 須修補兩地感情
他強調，旅遊業在香港創造了27萬個就業機會，其

中多數為基層人士，對香港十分重要，但旺角暴亂以
至此前有東北遊客在與香港導遊爭執後心臟病發死亡

等事件，令香港形象受損，對香港旅遊業有一定的打
擊。他認為必須正視此類事件，也要修補與內地同胞
的感情。國家旅遊局則重申，會一直支持香港旅遊業
的發展。
在回應記者提問時，唐英年強調，旺角暴亂只是少
數暴徒的非法行為，香港絕大多數青少年仍然理性、
愛好和平及法治社會。被問及會否提出增加內地到港
「個人遊」的城市數目，唐英年則引述旅遊局指，特
區政府提出要增加「個人遊」城市，但暫時未有決
定。他則擔心香港容量有限，如果開放過多「個人
遊」城市，或求過於供，導致價格上升，失去競爭
力。

「一帶一路」融資商機數萬億
他們在商務部討論「一帶一路」和亞投行在香港的
機遇時，唐英年表示，香港是最好的集資平台，而亞
投行目前資金只有1,000億元，但「一帶一路」將來的
項目或需要幾萬億元的資金，將為香港帶來數萬億元
的融資商機，香港金融發展和專業服務會因此獲得重
大商機。

國家領導人兩會期間有關講話摘要
■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 我們將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2. 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和政府依法施政

3. 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港澳在國家經
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4. 深化內地與港澳合作，促進港澳提升自
身競爭力。

摘自3月5日公佈的政府工作報告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1. 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始終堅持兩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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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央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定支持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
政，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港澳繁榮穩定

3. 本次兩會即將審議的「十三五」規劃綱
要也充分考慮了港澳因素和發展需要，
明確提出將「提升港澳在國家經濟發展
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4. 國家積極主動地發揮港澳的優勢，這既
是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同時也是
港澳獲得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機遇，但港
澳要提升自身的競爭力，也必須積極主
動地參與到「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
和「走出去」等國家戰略中來，「有為
才有位」

摘自3月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香港代表團審議時發表的講話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1. 全國政協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方針

2.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3. 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

政
4. 鼓勵港澳地區政協委員發揮雙重積極作

用，為促進內地與港澳合作發展獻計出
力

摘自3月3日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

王光亞強調，「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始終
堅持兩點原則：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

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
的實踐不走樣及不變形，始終沿正確方向前
進。」

「十三五」予港澳發展良機
王光亞指出，中央始終支持香港、澳門保持長期

繁榮穩定，又指今年全國兩會審議的「十三五」規
劃是國家未來5年發展的綱要及戰略，為港澳兩地
的發展提供很好的機會。

依「國家所需」糅獨特優勢
他相信，只要港澳秉承「國家所需、港澳所長」

的思路，將國家發展戰略、舉措，與港澳兩地的獨
特優勢結合起來，就能找出港澳發展的新定位，
「不僅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作出新的貢獻，同樣為港
澳的發展也找到新的機會。」
另外，被問到是否即將退休時，王光亞說，自己

「年紀大了」，任何時候都準備退下來。

香港大學近年泛政治
化的情況嚴重，學生會
衝擊校委會更是屢見不
鮮。戴希立在訪問中表
示，港大必須正視此問
題，否則長遠只會降低

學校的學術水平，又強調學
生不應過於熱衷於激進的所
謂「本土主義」，因為最終
受害的，只會是他們自己。

損學術氣氛 拖低排名
戴希立表示，雖然參與這

些激進政治運動的學生在校
內只是極少數，但就會影響
校內學術氣氛，長遠更會降
低學校的學術水平，「如果
你們學校經常搞政治的，外
國頂尖的教授都會怕了你，
不敢來港授課，試想想長遠
是否會影響學術水平、排
名？」

他指出，台灣及日本的大
學過去也曾有學生熱衷政
治、搞所謂的「本土主
義」，學生們都會變得 in-
ward looking（內向視野），
令人擔心香港學生也會變得
如此，「缺乏國際視野，學
生又會埋怨社會沒有出路，
最終只會形成惡性循環。」
被問及港大有部分學生不

滿李國章獲任命為校委會主
席，衝擊校委會及提出所謂
「公投」等，戴希立認為這
些做法並不公道，應「放長
雙眼」去看，不應一開始便
將事件政治化，「李國章過
去多年都是對教育有心有
力，在中大做校長時也是功
大於過，如果今次他只是想
提高學術水平，但又維持到
院校自主，學生是不應該批
評的。」 ■記者 姚嘉華

香港近日接連
發生的學生輕生
事件，社會瀰漫
着 一 片 愁 雲 慘
霧，戴希立對此

感到十分難過及可惜。他認為，
縱然現在仍不清楚學生自殺的背
後原因，但香港社會及教育局也
應負起責任，檢討目前的教育制
度，避免悲劇再次發生。

倡朝全人發展 增抗逆能力

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戴希立在
訪問中表示，西方的教育制度一

直都首重愉快學習，中國的教育
制度則以學習為主，更十分看重
考試、成績。香港普遍中低層家
庭均非常着重孩子學業，不斷強
調「讀好書，考大學，搵份好
工」，期望可透過知識改變命
運，卻為孩子無形增添了不少壓
力。

他指出，世界各地的教育政策
近年都強調價值觀與素質，香港
的教育也應朝全人發展的方向，
主動為學生提供情緒、社交、德
育方面等非智性教育，以提升學
生的抗逆能力。 ■記者 姚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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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檢討教制 免釀悲劇

■唐英年表示，昨日已經有84人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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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希立批縱「暴」倡守法穩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

道）香港青年問題近日備受社會各界關
注，特別是在旺角暴亂後。全國政協委
員、田家炳基金會副主席戴希立昨日在接
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這是過去香港反對派
經常「播毒」、宣揚所謂「公民抗命」的
訊息，更不斷縱容暴徒所致。他認為，大
眾必須堅守法治精神，及繼續愛護中華民
族，了解「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才
可穩定香港社會。

三因素漸變「港獨併發症」
戴希立坦言，旺角暴亂、「港獨」思潮

抬頭不是偶然、突發性的事件，而是經過
一段日子的漸變，最終演變成今天的「併
發症」，不能單純視為青年問題，更不能
說教育界要負上很大的責任，「我不是要
為教育界辯護，或要為他們說些什麼。但
我認為，事件原因當中也包含三個因
素。」
首先是歷史問題。「我們這一代，經歷

過中國貧困的年代，了解到國家的情
況。」他說。第二是現實環境問題，青年
人經常說社會向上流動難，但香港是一個
國際城市，人才競爭當然困難。第三，不
同地方都有青年問題、街頭抗爭，這是世
界不同國家及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香
港已可算是『尾水』。」

斥戴耀廷口是心非教壞人
戴希立批評，「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

當年所講的「公民抗命」，是要求違法者
自首、承擔自己的罪行，從而產生「道德
感召」，「他所講的『公民抗命』，根本
就是叫人違法。事後，這麼多參與者又沒

有自首，口是心非，這根本就是一個破壞
法治的壞榜樣。」

「不責暴徒 反對派終被棄」
他批評，在旺角暴亂事件後，反對派並

沒有齊聲譴責暴徒，反而嘗試為他們找藉
口開脫，最終只會自食惡果，「今年是選
舉年，但反對派不應經常擔憂票源，因為
這些暴徒根本從來都不是他們的票源，你
看今次（立法會）補選選舉結果就知道
了。倘再包庇暴徒，溫和的反對派支持者
也只會離棄他們。」
不過，戴希立也樂觀地指出，世界上每

一件事都會如鐘擺般，最終也會「回歸中
間」，故不必過於放大暴亂事件。香港社
會大眾現在要做的，就是堅守法治精神，
繼續愛護中華民族，了解「一國兩制」及
香港基本法。
「現在年輕人接收資訊的主要途徑都是

facebook，但裡面內容都是很一面倒、主
觀、煽動性的。」他認為，傳媒也要在網
上社交媒體多做工夫，相信在大家同心合
力下，香港社會最終也會穩定下來。

■■戴希立戴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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