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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對派互片

正值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之際，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雜誌專訪，結合社會關

注的一些熱點問題，全面深入而又權威解讀張德江委員長視察香港一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其

中最值得重視的信息有：一、從兩個層面講清了中央對港政策一以貫之的道理：一方面追根

溯源，從中英談判說起，講清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另一方面強調中央處理香港問題是看長

遠、看整體，不會被眼前的一些亂象所迷惑、分心；二、表明了中央對「泛民」的理解和包

容，肯定了「泛民」在特區建制中的地位，希望「泛民」成為建設性力量；三、表達了對香

港法治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對「港獨」勢力的嚴密關注。王光亞的解讀，不僅讓人們看到中央

堅持「一國兩制」的誠意、決心和信心，而且能夠讓人更深入具體了解中央對香港熱點問題

的最新看法，再次彰顯了委員長清晰闡明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立牌指路

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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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亞權威解讀張德江講話精神 傳達重要信息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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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一段時間局勢比較複雜，張德江委員長分管
港澳工作後首次視察香港，也是十八大以來首位中央政
治局常委視察香港，自然備受香港社會關注。王光亞扼
要概括了這次視察的三個主要目的：一是宣示中央支持
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二是廣泛接
觸社會各界，聽取各方面對「一國兩制」實踐和香港發
展的意見建議；三是結合香港當前的情況，闡述中央堅
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基本法的方針政策。

從中英談判講清主權和治權不可分
香港社會經常評論中央的對港政策是軟了還是硬

了，是鬆了還是緊了。有人以香港白皮書提出「中央擁
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為由，說中央對港
政策收緊了。王光亞明確指出，這不是事實。他從兩個
層面講清了這個道理：一是追根溯源，從中英談判說
起，講清主權和治權不可分；二是強調中央處理香港問
題是看長遠、看整體，不會被眼前的一些亂象所迷惑、
分心。
只要回顧中英談判的歷史，就會知道中央從來就堅持

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在涉及到國家主權和香港管治權的
問題上，中央絕對不會讓步。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
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英國提出所謂「主權換治權」的

要求，「鐵娘子」戴卓爾夫人聲言，由中國取代英國管
治，「香港就會崩潰」，企圖以此來威脅中國政府不要
收回香港，結果被鄧小平斬釘截鐵頂了回去。戴卓爾夫
人與鄧小平會面撞到硬鐵板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下樓
梯時不慎跌倒，成為經典一幕。可見，中央堅持對香港
的管治權一以貫之，這就是委員長所講的「勿忘初心」
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白皮書改變中央政策的問題。
近年來，香港確實出現了不少問題，尤其是挑戰中央

的違法「佔中」。但中央並沒有像有人擔心的那樣改變
對港政策，而是保持了充分的耐心和最大的克制。中央
是看長遠、看整體的，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
有足夠的耐心和信心。這也是委員長所說的「保持耐
心、堅定信心」的問題。

中央高度包容「泛民」期待成建設力量
委員長視察香港會見了4位「泛民」議員，被認為是

一種「突破」，引起香港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正面評價。
王光亞對這一「特別安排」進行了解讀，傳達了四方面
的重要信息：一是中央方面與「泛民」議員一直有溝通
會面，中央有關部門將會與「泛民」政團接觸和建立聯
繫，這樣的接觸和討論以後還會繼續；二是肯定「泛
民」中的大多數是愛國的，「泛民」的立法會議員是特
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也屬於建制人士；三是希望
「泛民」明白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的權力，應當尊重、維
護中央的權力，成為特區的建設性力量；四是會依據國

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泛民」人士與
內地有關的問題。
王光亞所傳達的信息，不僅充分體現

了中央對「泛民」的理解和包容，肯定
了「泛民」在特區建制中的地位，而且
表達了中央希望「泛民」成為建設性力
量。「一國兩制」是一個包容性極大的
事業，「泛民」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中央對此是認可和接納的。這也是
港人樂於見到的。現在的問題在於，「泛民」不尊重
「一國兩制」，不尊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破壞性太
多，建設性太少。「泛民」人士應該認真思考，如何在
充當反對派的同時，尊重憲制，顧及香港的整體利益，
做西方社會所說的「忠誠反對派」，既為「一國兩制」
事業發展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也為自己爭取更大的發展
空間。

中央嚴密關注「港獨」勢力
王光亞還談到香港法治和「港獨」問題。香港社會

的泛政治化，使違法行為得不到依法應有的懲罰。他提
醒香港社會需共同維護「法治」這一核心價值。對於極
少數極端分子鼓吹自決、「港獨」，王光亞表達了中央
的「嚴密關注」。事實上，「港獨」不僅得不到大多數
人的支持，全中國十三億人民也絕不會答應，搞「港
獨」的人注定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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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牛頭角迷你倉四級
大火，消防員與祝融搏鬥了108個小時，兩名年輕消
防員不幸殉職，當眾人還在沉痛當中，反對派政客卻
藉機抽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在火頭剛熄滅
一刻，便「飛撲」籌組所謂「淘大時昌迷你倉大火苦
主大聯盟」云，但隨即被揭發，胡於本月中高調反對
當局執行《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規定所有
1987或以前建成的樓宇，必須設置消防栓、喉轆、水
缸等設備，厚顏以「今天的我，打到昨日的我」。
其實，早於 2015年，鄉議局前主席劉皇發已發現

迷你倉潛在的問題，並曾在立法會上提出質詢。
時事評論員屈穎妍昨日在報章上撰文，直斥民主

黨胡志偉這種政客，在眾人面上還流着眼淚時，卻
嗅到血腥味。屈穎妍指，該場四級大火，令兩消防
英雄殉職，迷你倉付諸一炬。大火剛撲滅、消防喉
一收，胡志偉便自組「淘大時昌迷你倉大火苦主大
聯盟」，摩拳擦掌來抽水，在胡志偉聚集一班新苦
主之前，卻把另一班苦主棄之腦後。愈來愈覺得，
政客像鬣狗。

曾遊行撐「惡法」大火揭豁免惡果
屈穎妍指出，在迷你倉大火前一周，即6月12
日，胡志偉與何秀蘭等大約200多人，擔着民主黨、
工黨、民協的大旗遊行至消防總部，向消防處長遞
交請願信，要求「修訂消防惡法」、「暫緩檢控」
云。他們口中的所謂消防「惡法」，就是於2007年
生效的《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規定所有
1987或以前建成的樓宇，必須設置消防栓、喉轆、
水缸等設備。遊行當日胡、何振臂一呼，稱此例為
「惡法」，並批評條例離地，認為舊樓至少應豁免
消防水缸。今次大火將豁免惡果，裸露人前。

另外，本報記者發現，劉皇發早於2015年 11月18日，在
立法會會議上，透過書面質詢方式，提出迷你倉潛藏的危
機，還指目前迷你倉有存放危險、易燃或違禁物的趨勢。但
管理人標榜尊重顧客私隱，不會檢查租用者存放的物品，及
容許租用者自行存取，質疑政府有否規管迷你倉的設立，如
何防止被用作存放危險、易燃或違禁物品；及萬一發生火警
時，如何灌救等。
當局回應時指，消防處曾向迷你倉的營運者了解運作情

況。租用人須與營運者簽定協議書，協議書一般會附設條
款，指明不容許在迷你倉存放或保存的物品類別，包括爆炸
品、危險品、化學品、可燃物品和壓縮氣體等。為提高社會
對貯存危險品的安全意識，消防處會不時提醒各行各業的營
運者有關安全管理危險品的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換
屆選舉在即，其中在功能組別社福界現任
議員、工黨的張國柱早已表示不再尋求連
任，吸引最少3名反對派背景的人摩拳擦
掌，包括社總會長葉建忠、公民黨成員曾
健超，及社工復興運動發起人邵家臻，為
了「爭位」3人不惜互相炮轟，邵家臻、葉
建忠及曾健超身為社總會長及副會長，竟
然兩人都出選，反映社總內部不團結，又
質疑社總的成立超過30年，但會員人數卻
只得900多人。
邵家臻連番炮轟身為社總會長及副會長

的葉建忠及曾健超，質疑他們兩人均出選
社福界議席是不團結的表現，批評他們只
是口頭上強調「團結」，對工會形象有影
響。葉建忠回應時「死撐」，指社總只是
一個平台，並不會阻止某些人出來參選，
「點解俾選民揀就是不團結？我有保
留。」

邵家臻質疑社總不團結會員少
邵家臻又質疑社總的成立超過30年，但會

員人數只得900多人，「真係要分享下（為
什麼）！」葉建忠回應時再「死撐」，指社
總成立多年，現存會員人數雖然只有900多
人，但累積的會員人數不止這個數，認為會
員人數並不能作為界別代表性的指標。
葉更「暗寸」邵家臻，指如果社總不用現
時的會員登記制度，而是改以邵家臻所屬的
社工復興運動一樣，只是在網上登記電郵就
成為會員的話，會員人數可能大增。
有指反對派正醞釀舉行初選，讓他們的
選民決定哪一個人代表反對派參選，曾健
超及邵家臻初步反應正面，但葉建忠繼續
唱反調，指現時目標是淘汰建制派，認為
三對一的情況下，看不到建制派有機會，
認為應該給予選民自己更多選擇，意指不
必舉行初選。

「根扎」民記團結迎挑戰
鍾樹根接受民建聯安排名單 夥張國鈞出選立會

鍾樹根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自己1993年起加
入民建聯，當時民建聯仍是數十人的小政團。

踏過多少年，在眾兄弟的無私付出下，全情投入服
務街坊，從回歸前的「選舉票房毒藥」，變成有一
定的支持度，更為立法會內最大的政黨，實在來得
不易。鍾樹根更形容，「有我哋呢一代開荒牛嘅努
力同汗水，打下堅實的基礎」，並指「今日樹根可
棄，但過去嘅歷史點都抹唔走。」

放下個人榮耀得失 留下打拚
他指出，經過一個月的思考，終於作出了「艱難
決定」，就是不會退黨，並會接受黨的安排，排在
張國鈞的名單第二出選，「民建聯可以不要我，但
我不會放棄民建聯」，他表示，一旦離開民建聯，
會令黨的選情相當困難，尤其是超級區議會的選
情，將受嚴峻的考驗，「民建聯並無分裂的本
錢」，個人亦不忍心廿多年來一同建設的組織走向
分裂及衰落，因此，決定放下個人榮耀得失，留在
民建聯繼續打拚。
鍾樹根認為，今屆選情較過往紛亂，若以個人名

義參選，定會令民建聯非常困擾，甚至會兩敗俱
傷。雖然排在名單第二，但不會放過任何機會，揚
言民建聯在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曾試過一張名單
取得兩席。對於有傳詹培忠曾與他商討合組參選名
單，鍾樹根指，有不同人士曾與他聯絡，但經過一
個月的考慮後，決定留在黨內。

料張經磨練後會青出於藍
鍾樹根表示，雖然自己排頭位比較佔優，但假以

時日，張國鈞會比他做得更好，經過磨練後，張國
鈞會青出於藍。
張國鈞昨日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希望民建聯能

以最強陣容出戰立法會選舉，在過去數個月，與鍾
樹根經常見面，並三番四次央求鍾樹根，「有佢喺
度，我哋先係港島最強」，亦已約了鍾樹根於未來
幾天共膳。問及鍾樹根曾私下批評他，張國鈞笑
言：「我覺得佢已經好錫我了！」
民建聯中委會將於本月12日晚上，落實所有出選

名單。新一屆立法會選舉9月4日舉行，提名期7月
16日至29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建聯中委會決定「棄根

保鈞」，派出副主席張國鈞領

軍，參選立法會香港島直選。

揚言考慮退黨參選立法會的鍾

樹根，昨日正式宣佈，雖然

仍對中委會的決定感到無奈

及遺憾，但從整體的形勢考

慮，強調民建聯沒有分裂的

空間，須要團結面對未來的挑

戰，形容「係留係退都係非常

之艱難的選擇」，最終仍選擇

留下來，及與張國鈞合組參選

名單。

袁國強腸病入院
料缺席七一酒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早前身體不適休假的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昨日因腸部不適，並按
照醫生的建議，於昨日（6月30
日）進入醫院接受治療，袁國強
並於6月30日至本月3日休假。
因此，他將不能出席特區政府今
日舉行的七一升旗儀式和酒會。
律政司方面指出，醫生暫時沒有

表示袁國強需要接受手術，而袁國強能否於休假後的周
一（7月4日）上班，則需要視乎康復情況。
根據資料顯示，現年52歲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於去
年10月1日，亦因病未有出席國慶升旗儀式及酒會，但
當時未知病患原因。而同年12月，袁國強因感肚痛不適
入院檢查，休假數天。由於接連缺席公開場合活動及立
法會會議，惹來外界揣測，政府在袁國強入院3日後，始
在傳媒查詢下告知入院消息。袁復工後，自言因腸道出
現問題，當時痛得厲害而求診，仍需服藥及覆診，但病
情不是太嚴重，相信可應付到往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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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鈞希望民建聯張國鈞希望民建聯
能以最強陣容出戰立能以最強陣容出戰立
法會選舉法會選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鍾樹根決定與張國鈞合鍾樹根決定與張國鈞合
組名單組名單，，參選立法會香港參選立法會香港
島直選島直選。。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