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鐵垃圾動議大刪
反對派揚言死拉

隨着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國家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會不會改變？隨着國家經濟進入新

常態，民營企業是否有新的發展空間？面對中央加大反腐敗鬥爭力度，民營企業家如何處理

好與領導幹部的關係？這些既是民營企業家也是在內地有大量投資的港商都非常關心的問

題。習近平主席近日參加政協民建、工商聯界聯組會的講話，作出了全面回答：一是明確肯

定中央政策不會變；二是指出了民企發展面臨重要機遇；三是提出構建政商「親」「清」新

關係。習近平的講話，是十八大以來中央關於非公有制經濟發出的最系統、最全面、最權威

的論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科學回答了非公有制經濟領域最緊要最現

實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習近平的這個歷史性講話，將引領開啟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發

展的新階段！對於民企和港商來講，習近平的講話不僅高屋建瓴，而且務實貼心，自然備受

鼓舞，信心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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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政客近日利用多名學生自
殺事件「抽水」，無理攻擊特區政
府，說「特區政府把青少年趕上了
絕路」，「不給他們出路」，將學
生自殺的責任全數推到特區政府身
上。繼而更發表謬論，年輕人橫豎
都要死，尋死之前，為何不參加

「本土」抗爭行動、不「上街戰鬥」？反對派把什麼
事情都政治化，竟然把學生作為反政府的彈藥，更加

暴露反對派政客的冷血無恥。
年輕人自殺的原因非常多，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
是患上了抑鬱症，連家長也不發覺。抑鬱症是精神病
的一種，年輕的自殺者之中，有兩成是精神病人。如
果把這些自殺者，也說成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錯，是政
府的錯，根本就胡說八道。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
行政學系副教授曾潔雯指出，政客不應再冷血地製造
混亂的言論，互相指罵，又或宣傳其政治理念，而應
從多個層面去檢視學生自殺的問題。學生受自殺問題

困擾，需要專業人士進行心理輔導，也需要家長
密切配合，把學生輕生的責任完全歸咎於政府，
明顯是別有用心，製造新的矛盾，唯恐天下不
亂。

美國、日本是年輕人自殺率排在世界最前列的國
家，這些國家都是反對派眼中「最民主、最發達」的
國家，也存在嚴重的年輕人自殺問題，按照反對派的
邏輯，自殺都是制度的問題、政府的問題，那麼美國
和日本的制度豈不是全世界最不民主、最落後的制
度，美國和日本的政府豈不是全世界最黑暗、最無能
的政府？
近年香港青少年抱怨多，愛用偏激的眼光看問

題，遇到挫折容易放棄，對前途信心不足，正是反

對派將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的後果。反對派對一切
經濟、民生問題，都從「政治角度」去檢視，為反
而反，引發「佔領中環」、旺角暴亂，嚴重衝擊香
港的法治、和諧、包容、理性核心價值觀，散播太
多的負能量、太多的絕望信息、太多對激進行為的
認可，令學生以為自己真的「生於亂世」，以為激
進行為沒有什麼大不了，一旦訴求得不到滿足，不
如一死了之。
但是，反對派政客戕害年輕人，不懂收手，反而炒

作學生自殺的話題，後果非常惡劣，只會進一步毒化
「社會不公義、自殺合理」的氣氛，煽動更多不明真
相的年輕人走火入魔，更加沉迷暴力抗爭，要不就對
未來更覺灰暗，對前途更絕望，害死更多學生。

炒作學生自殺 反對派冷血無恥 徐 庶

習近平歷史性講話開啟民企發展新階段

中央政策不變 民企機遇在前
國家的非公有制經濟政策會不會變，社會上一直有人

擔心。正是針對這樣一種看法，習近平不僅回顧中央過
去有關的重要政策原則，而且特別強調「三個沒有
變」：一是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沒有變；二是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
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三是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這
「三個沒有變」，回應關切，澄清迷霧，向全社會釋放

了清晰無誤的信號，給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吃下了
「定心丸」。
事實上，國家改革開放30多年來，非公經濟不斷發

展，現在創造了超過60%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的
社會就業、超過65%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67%的對外
直接投資。發展非公經濟，於國有利，於民有利，於民
營企業家有利，中央有什麼理由要去改變現行政策？
當前，國家經濟進入新常態，面對世界經濟形勢前景

不明朗，非公有制經濟如何發展，備受關注。習近平不
僅鼓勵民營企業把挑戰變成機遇，在「一帶一路」建

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方面做大文
章，在新常態下有新作為新發展，而且還要求各地區各
部門從實際出發，細化、量化政策措施，制定相關配套
舉措，推動各項政策落地、落細、落實，讓民營企業真
正從政策中增強獲得感。這對期待有更大作為的民營企
業家是極大的鼓舞。

「親」、「清」是對傳統政商關係糾偏
習近平用「親」、「清」兩個字來界定新型政商關

係，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所謂「親」、「清」
二字，前者鼓勵領導幹部與民營企業家拉近距離，後者
給交往劃定底線。
習近平關於新型政商關係的論述之所以引起討論，是

因為在很多人印象中，政商關係往往就是吃吃喝喝、酒
肉朋友、權錢交易的關係。有的地方和部門的政商關係
「親而不清」或「清而不親」。有的幹部如果沒有「油
水」、沒有「好處」，就沒有了服務企業的動力，不願
服務企業、為民辦事。一些幹部的腐化與墮落，很大原
因就是沒有處理好政商關係。這種權錢交易的關係，令
經濟整體環境受到破壞，擾亂了公平競爭、機會平等，
給經濟可持續發展埋下長期隱患。正因為如此，權錢交
易關係也成為反貪腐的重要內容。習近平的「親」、
「清」兩個字，是對傳統政商關係的糾偏與端正。
「親」和「清」着眼於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國經濟的長

遠發展，「親」是驅動力，「清」體現
規範的要求。現代市場經濟是法治經
濟，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政商不
「清」，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就立不起
來，經濟就不可能行穩致遠。構建新型
政商關係，領導幹部要清白、純潔，不
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而民
營企業家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
明正大搞經營。習近平寄語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加
強自我學習、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習近平以「親」、
「清」二字定義新型政商關係，分別從領導幹部和非公
人士角度提出要求，真摯誠懇、語重心長，表達了中央
對廣大非公人士的親切關懷和殷殷厚望。

非公有制經濟譜寫華彩篇章
當今巨變的中國，蘊含着無窮生機與磅礡力量，為非

公有制經濟的欣欣向榮奠定了厚實的土壤。在這個大背
景下，習近平的講話闡明了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
發展的一貫政策，澄清了一部分人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模
糊認識，回應了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所思所憂所
盼，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幫助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
策措施，必將鼓舞廣大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奮發有為，在
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中，譜寫人生
事業的華彩篇章！

盧 文 端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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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不斷
撕裂社會，香港社會的「有心人」都不想看到
香港走入死胡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日
前向主席李慧琼「獻計」，指民建聯是香港最
大的政黨，需要有執政的勇氣，及抱着能執政
的準備，故建議民建聯在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
時，提出參選特首的承擔。
即使黨內暫未有合適人選，他認為也要「擺

擺姿態」，令未來的特首候選人要爭取民建聯
支持，就必須理念相同，及採納民建聯的全部
政綱。

第一大黨應有執政打算
民建聯正討論今年立法會選舉策略及政綱，

梁志祥昨日與傳媒午敘時指，在目前的政治環
境下，市民都普遍希望有更強而有力的行政主
導。而在各大政黨政團中，民建聯擁有最多的
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應該有更進一步的承
擔：「要解決香港政治困局，必須走政黨政治
路線，倘作為全港最大的政黨都無想過執政，做
什麼政黨？不如做居民組織、聯誼會算啦！」
為回應市民的訴求，洗脫「建制派政黨盲撐

政府」的印象，他近日已向李慧琼提出，民建
聯參選立法會的政綱應與參選特首「綑綁」。
梁志祥指，李慧琼對此反應正面，並同意香港
未來政治必須「破格」，尋找新出路。民建聯
已成立了「參選政綱工作小組」，負責研究立
法會選舉的政綱，李慧琼同意將有關建議列入
研究範圍。

暗指反對派配票難成事
反對派「佔中三丑」之一的戴耀廷提出所謂

的「雷動計劃」，即每個選區有一萬名至兩萬
名選民承諾願根據他的「指示」投票，盡量令
最多「非建制」的候選人當選。

梁志祥坦言，建制派早已採用類似的協調機制，如上
屆立法會選舉新界西選區，民建聯本希望地區「樁腳」
可預留約三千票用以「救亡」，但由於操作困難，只能
綁緊義工的支持票，幸好反對派自己浪費了不少選票，
令他可以三萬多票勝出。
就有鄉事派中人稱要組黨參選，梁志祥直言，民建聯

一直支持傳統新界權益，而今年選情激烈，民建聯在新
界西每張名單要取得4.3萬票才穩陣，倘鄉事派以政黨名
義參選，相信會對民建聯選情造成一定影響。因此，民
建聯將於下周和鄉議局代表會面討論有關問題。

特首梁振英日前在
網誌表示，「如果可
以在IFC一帶，建個
現代化的岸邊泳棚，

午飯後游二十分鐘，是去gym以外的
好選擇。」這話題被坊間熱議，自由
黨立法會議員田北俊及新民黨立法會
議 員 田 北 辰 兩 兄 弟 ， 都 在 各 自 的

facebook發文。其中「二少」就通過親
身示範，力挺有關建議。

在特首提到「吃飽飯游水」的建議
時，「大少」即貫徹其「抽水」本
色，昨日上載自己一張舊相，稱「食
飽飯唔游水做乜喎？！」不過，田二少
同日在其fb就貼文，「食晏去游水得
唔得？阿田話你知！」

他在文中說：「特首話放Lunch可以
去游水，結果被人彈佢，話得一個鐘
頭，唔夠時間游完水再去食飯。於是
我決定親身試一試，究竟趕唔趕得
切。而結果係……得既（嘅）！」

他續說，「前題（提）係，一定要游
完水先好食嘢，因為食飽飯，係唔適合
即刻游水；而游完水之後食啲乜，亦都
好講究。因為做完運動通常比較易吸
收，如果食得太heavy，唔單止冇keep

fit效果，仲會得不償失。好似我咁食生
菓（果）就最慳時間又健康啦。」

田二少還標示了「#食晏去游水」、
「#食蕉又快又飽肚」、「#不過女人
要吹頭化妝就趕唔切」。

有激進網民其後借題發揮，稱二少
應該「跳海」。二少其後再在其fb貼
文「搵人陪我先」，「今朝（昨晨）
出咗個post，將我游水既（嘅）意見同
大家分享，我試過游泳池ok，有網友
叫我去跳海，都有得諗。」

他又幽默地說，「我一向就游開泳
池，跳到落維港，風高浪急，真係驚
驚地（哋），要搵個游泳高手傍住先
得個（嗰）喎。聞說CY游水好叻，個
中環泳棚嘅建議又係佢提出，有佢陪
我壯吓膽就好好多啦，不如各位幫吓
手遊（游）說佢得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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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祥昨與傳媒午敘，並介紹「屏山九大簋」。
鄭治祖 攝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明

兩日繼續審議港深廣高鐵香港段工程的196億元追加撥款申請。

主持會議的財委會副主席陳鑑林透露，秘書處在處理1,260條議

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後，只有36條獲批，被否決的絕大部分不符合

規程，又指議員仍可再提交臨時動議，他並無訂下「死線」。反

對派就高調回應，稱會繼續拉布，拖長撥款的審議時間。

反對派為拉布，就高鐵的追加撥款
申請提出過千條臨時動議。陳鑑

林昨日指，他至今共收到反對派議員
共1,500多條臨時動議，秘書處上周已
處理1,260條，結果只有36條獲批准納
入議程。他否認是「剪布」，並引述
秘書處指，大部分臨時動議都不符合
規程，有些則與議程無關，亦有些只
是表達意見，因此不獲批准。
陳鑑林續說，最新收到200多條臨時

動議，也需要再審視是否符合規程，
相信未來兩天會議將有足夠時間處
理。
問及本周六能否就追加撥款表決，

他表示，這要視乎實際情況，又擔心
屆時或會出現暴力行為，但強調暴力
是解決不到問題的。

楊岳橋稱有「抗爭計劃」
反對派昨日就此舉行記者會，由新

當選的公民黨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楊岳
橋「揸旗」。他聲稱，在陳鑑林「畫
線」當日，他還未進入議會，未曾就
高鐵問題向政府發問。由於陳鑑林已
宣佈提問時間結束，倘要提問須獲主
席批評，但至昨日仍未收到對方回
覆。
他續稱，陳鑑林不可以在他從未質

詢過特區政府就要求他投票，又稱自
己將會「盡議員責任」，在會上不斷
提問，又稱反對派「不會坐以待
斃」，已有其他的「抗爭計劃」，但
不允透露詳情，以免建制派有所準
備。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言，陳鑑林很

可能會「粗暴剪布」，屆時他會挑戰
陳鑑林無理裁決《議事規則》第三十
七A條臨時動議的決定。
工黨議員李卓人則稱，會要求陳鑑
林逐項修訂交代為何不獲批准，及在

每一項細節上提出休會辯論，以拖垮
有關的撥款申請。

留後備會議廳防再「佔」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回應指，秘書處

會一如既往，為財委會提供專業支援
服務，確保會議順利進行。
因應上次會議一度未能在會議室1進

行，秘書處已按代主席要求，預留一
樓會議廳作為後備會議場地，又希望
議員在表達不同意見時，也要顧及自
己和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

■反對派聲稱繼續拉布，誓要拖垮高鐵撥款申請。 鄭治祖 攝

「田式」回應CY游水 兄抽水弟落水
■田北辰
昨於其fb
放相，親
證可以用
一個小時
完成游水
及午飯，
還提醒網
民最好食
生果。

■田北俊
昨 於 fb
上載自己
一 張 舊
相，更稱
「食飽飯
唔游水做
乜喎？！」
盡顯抽水
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