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以「不忘初心，繼續前

進」八個字為統貫，其中有關「一國兩制」的論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推動香港「一國兩

制」深入發展的重要指針。中央在提出「中國夢」、「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四個全

面」戰略佈局、「一帶一路」戰略等創新性重大理念、重大舉措中，特別注意發揮香港獨特

優勢，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

偉目標，與推動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深入發展、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增進廣大港人福

祉充分結合起來，為香港今後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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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民主前線」、「香港民族
黨」和「青年新政」發起在七一遊行
後到中聯辦外集會告吹。有關「本
土」組織事後發聲明致歉，又把行動
失敗歸咎警方嚴密佈防，難以發作。
事實上，事件表面是一場怯於警力的
失敗行動，但「本土」派始終沒有察

覺到，隨着英國脫歐引發經濟危機，世界紛紛反思分
離獨立此路不通，港人更珍惜「一國兩制」，越來越
多人拒絕為分離分子的行動橫衝直撞。主事者在晚會
前叫人脫逃，不只暴露出這些「本土」組織的窩囊，

更顯示「港獨」勢孤力弱，一潰即散。「本土派」企
圖以暴力推動「港獨」，螳臂擋車，不自量力。
「本民前」發言人梁天琦未因旺角暴亂加控煽動暴

亂罪而有所收歛，「七一」當晚企圖聯同其他「本
土」組織到中聯辦甚至駐港解放軍總部和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公署搞「勇武」行動，但最終連歌都未唱便呼
喚黨友脫逃。梁天琦事後解釋，這些原欲搞事的地點
已有警方佈防，他們失了方寸，唯一可做是盡快解
散。「青政」召集人梁頌恆亦指出，中聯辦外的警察
佈防級數遠超想像，不想衝突遂取消集會云云。
確實，警方嚴密佈防下，「本土」烏合之眾死衝硬

闖，固然是以卵擊石。然而，事物的發展有近因亦有
遠因，「本土」派以為行動失敗的原因是警力制約了
行動，卻沒有看到全球大環境對分離主義悄然抵制的
強大力量。觀乎英國公投脫歐後引發的經濟危機和朝
野混亂，並無換來舉國歡騰，所謂獨立是什麼貨色，
香港人已心裡有數；梁天琦有意參選立法會，在選舉
中賣「港獨」貨色，究竟能得到多少支持，他同樣應
心裡有數。「本土」分子繼續搞抗爭鼓吹「港獨」，
顯示「本土」分子離港人利益以至世界思潮越來越
遠。
對分離主義帶來的種種亂象，隨着英國脫歐公投的

種種經濟後果，香港社會已看得更清晰。有經濟學家
預料，英國脫歐後，明年經濟將停止增長甚至陷入衰
退。一些選民開始質疑政客的脫歐宣傳誤導他們，悔
不當初。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近日的調查便發現，

七成八受訪者對自己無法再成為歐盟公民感到憤怒，
認為他們失去在28國自由遷徙、居住和工作的權利。
值得留意的是，六成七受訪年輕人對支持脫歐的人，
同樣感到非常憤怒。調查反映出一個重要訊息：公投
結果對選民情緒造成很大影響，特別是年輕人，他們
對多數支持脫歐的長輩感到不滿，獨立並不如一些人
想像般，會得到大部分年輕人擁戴。由此推論，香港
越來越少年輕人願為「港獨」做「馬前卒」，已屬情
理之中。前車可鑑，大家都不想步英國後塵，後悔莫
及，「本土」派行動潰散，香港年輕人發動不起來，
這不但是分離分子的膽量問題，更是社會對「港獨」
此路不通所給予的明確回應。
香港是一個在歷史、法律、現實上均無「獨立」可
能的城市，英國脫歐的惡果擺在眼前，港人捍衛「一
國兩制」之心，只會更強烈。

「本土派」「七一」晚會潰散顯示「港獨」死路一條 游 揚

習近平七一講話論述「一國兩制」具里程碑意義

不忘初心 絕不動搖
《華嚴經》有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
產黨成立於中華民族苦難深重的1921年，其成立的初
心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為了中華民族能夠自
立、自強，為了中國人民能過上好日子，過得有尊嚴。
中國共產黨提出「一國兩制」的初心，就是要在對香港
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照顧香港的現實，最大程度地
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香港
回歸19年來的實踐充分顯示，中央落實「一國兩制」
的初心從未改變，而且在未來也不會改變。
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華民族獨
特的精神標識，是維繫海內外炎黃子孫的精神紐帶。

《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
之。」中華文化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海納百川、相容並
包，共存共榮。「一國兩制」維繫了源遠流長的民族歷
史和思想文化傳統，展示出兼收並蓄的文化自信。「一
國兩制」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組
成部分，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中國特色」的重
要體現。

中央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制」
習近平指出：「『一國兩制』在實踐中已經取得舉

世公認的成功，具有強大生命力。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
難和挑戰，我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都絕不會
動搖。」回歸19年來，在中央鼎力支持下，香港這枝
植根祖國懷抱的紫荊花開得更加豔麗，這顆太平洋岸邊

的東方之珠更加璀璨。無論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和挑戰，
我們都不能對「一國兩制」產生懷疑、動搖甚至否定。
香港回歸19年來，中央以巨大的誠意和決心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舉世公認。回顧19年來，每當香港
遇到困難之際，中央都以各種方式支持香港克服困難、
應對挑戰。中央在謀劃和推進國家整體發展戰略時，始
終考慮充分發揮香港作用，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交
流合作，為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提供堅強後盾。以習近平
為總書記的中央，在國家發展的重大理念、重大舉措
中，特別注意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
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為香港今後的發展，
指明了方向。

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不變形
針對近年香港在落實「一國兩制」中出現一些新情

況，習近平去年底會見赴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強調，
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持兩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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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變、不動搖」宣示的是中央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決心、誠意和自信；「不走樣、不變形」則
是提示廣大港人，香港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不
能「跑偏」。
香港有極少數人排斥「一國」、抗拒中央，甚至公然

打出「港獨」，以「本土」之名行「分
離」之實，這是企圖使「一國兩制」實
踐走樣和變形。廣大港人形成一個基本
共識：「一國兩制」是香港繁榮穩定不
可動搖的基石，不容分離主義勢力搞亂
香港，絕不為「港獨」禍水埋單，這是
經歷了19年回歸歷程後的廣大港人的
共同意志。

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履行職責
習近平強調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

政、履行職責。作為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長」，特
首是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第
一責任人，是聯繫香港和中央之間最重要的橋樑和紐
帶，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關鍵捍衛者。「一國兩制」沒有
先例可援，而且回歸以來多年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待解，
新的問題又接踵而來，面對複雜的施政環境，總得有牽
頭人、總得有人負責，因此社會各界要團結起來和衷共
濟，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讓特首和特區政府
有環境有條件履行職責。儘管特首和特區政府一直面對
嚴峻挑戰，施政阻力重重，但本屆政府在梁振英特首的
領導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只要香港各界共同支
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就一定能夠收到成效，邁
向「一國兩制」的新階段。

盧 文 端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指控不成立理據
針對田北辰的指控

■Glorious Pacific Limited（GPL）為不活動公司，且除
持有高爾夫球會會籍外沒有任何實質業務，故委員對
他在GPL的董事職位屬非受薪性質的聲稱並無疑問。

■早於傳媒報道他在GPL的董事職位及股份利益之前，
田北辰已先後曾在荃灣區議會及扶貧委員會登記他在
GPL的董事職位，可見他無意隱瞞。

■監察委員會認為，沒有資料顯示田議員沒有登記他在
GPL的股份利益屬蓄意的作為，或與他的立法會議員
角色有任何利益衝突。

針對劉皇發的指控

■劉皇發回覆，他分別於2009年12月28日及2011年
7月18日開始及終止持有 N.T. Development Limited
（NTDL）超過1%的股份。在這段期間，劉皇發曾6
次按《議事規則》的規定，登記該項利益。

■劉皇發所作的回應，及沒有任何與該回應相矛盾的資
料。監察委員會判定，沒有足夠證據證實對劉皇發的
投訴（即沒有登記在NTDL、GNHL及WTYEL的股
份利益，因而違反登記規定）成立。

資料來源：議員個人利益監委會報告 整理：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及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劉皇發被投訴指涉向立法會
漏報利益。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
委員會昨日發表報告，一致裁定田北
辰未有申報相關股份利益，違反議事
規則，惟委員會認為田北辰在漏報股
份一事上並非蓄意，與其議員角色亦
無利益衝突，故不建議對田北辰作處
分。至於劉皇發的投訴，委員會也判
定裁定未有足夠證據顯示相關投訴成
立。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於
4月接獲投訴稱，田北辰及其妻子擁
有一間在英屬處女島註冊的Glori-
ous Pacific Limited（GPL）公司；劉
皇發家族則擁有3間離岸公司，分別
是N.T. Development Limited（ NT-
DL）、Get Nice Holdings Limited
（GNHL）及Wing Tung Yick En-
terprises Limited（WTYEL），但沒
有向立法會登記他們的個人利益，違
反了《議事規則》的登記規定。
在調查過程中，田北辰向委員會解

釋，該公司自1997年成立以來，一
直為不動產公司，唯一資產是一高爾
夫球會會籍，並無任何實質業務，故
部分委員對田北辰所提他在GPL的
董事職位屬非受薪性質的聲稱並無疑
問。
委員會並察悉，田北辰過去早於傳

媒報道他在GPL的董事職位及股份
利益前，已向扶貧委員會及荃灣區議
會登記他在GPL的董事職位，反映
他無意隱瞞他持有GPL的股份。委
員會最終在4名委員反對、1名委員
贊成和1名委員棄權下，裁定沒有足
夠證據顯示投訴成立。

委會不建議對田作處分
委員會主席葉國謙表示，委員會不

建議對田北辰作出任何處分，「考慮
到沒有資料顯示，田議員沒有登記股
份利益是蓄意的行為，或與他的立法
會議員的角色有利益衝突，考慮過往
處理同類個案的經驗，監察委員會作
出的決定，不建議對田議員作出任何
的處分。」

二少認大意 非故意不報
田北辰承認自己一時大意，「漏（申

報）了就漏了，即使我解釋怎樣遺忘都
不是一個原因，但我係無動機（漏
報），無任何理由我特意去不報。」
劉皇發則被指在2009年4月至今

年4月期間，未有向立會申報在3間
離岸公司的股份利益和受薪董事職

位。劉皇發回覆委員會指，他分別於
2009年12月底及2011年7月中，開
始及終止持有離岸公司NTDL超過
1%股份，而這段期間劉曾經6次作
出申報，在終止擁有該公司超過1%
股份後，也即取消該項登記。委員會
根據劉皇發的回應，加上沒有任何與
該回應相矛盾的資料，故裁定未有足
夠證據顯示相關投訴成立。

「漏報門」發叔無辜 田北辰無利益衝突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昨公佈調查結果。 劉國權 攝

何君堯昨日在一個傳媒談話會上指
出，自己在做上一屆屯門鄉事委

員會主席時，有機會和不同層次的鄉民
接觸，認為鄉議局多元化，是一個很好
的鍛煉場所。自己在鄉事服務期間，亦
看到有不少需要改善的地方，而鄉議局
更是一個中國社會的小縮影，對是與非
的看法很率直，對利益要求立竿見影，
感覺裡面需要進一步優化。
他坦言，鄉議局主席的位子不易坐，要

面對丁權等很多棘手的問題，處理起來需
要很多勇氣，且並非能在短時間內解決。
面對如此重任，現主席劉業強已經做得非
常好，希望他能繼續承傳上屆鄉議局主席、

劉業強父親劉皇發的辦事作風，青出於藍，
又強調自己百分百支持劉業強。

冀入立會 與鄉局共發聲
何君堯強調，鄉議局能做得比現在更

好，而很多問題不是主席一人能解決，
需要更多年輕有為的人，在局內局外攜
手合作，拉闊人際網絡。自己雖然已離
開鄉議局，但有鄉事背景，也有原居民
基因，對鄉議局很有感情，願意在這方
面作更多努力，若能通過直選的方式進
入立法會，與鄉議局從不同渠道共同發
聲，將會是非常好的事。
他表示，不擔心傳聞指鄉事派不會支

持任何人參選，認為任何工作都先要對
自己有信心，自己過往為鄉事出力不
少，應有一定基礎。他又表示，已拜訪
一部分的鄉事委員會，「10個有9個都
對我冇反感」。他強調，新界西涉及原
居民利益，所以一定要得到他們認同。

與劉業強合作得非常好
被問及在立法會鄉議局功能組別是否

會支持鄉議局主席劉業強，何君堯說，
這是「合理期望」，因為作為主席按照
慣例會被看高一線，若鄉議局決定推劉
業強，他會支持。早前，劉業強當選屯
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前日第一次出席屯

門區議會，他有前去向劉業強道賀，兩
人合作得非常好，希望能將這種合作帶
入立法會。
對於有傳聞指何君堯與劉皇發有過

節，恐不獲劉業強支持，因劉皇發自
1970年一直出任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
可是在2011年被何君堯接替。但何君堯
指，自己當選一屆後已放棄競逐連任，
更呼籲村民要團結一致支持發叔，認為
即使有過節當時亦已消除，「發叔最後
對我也沒任何敵意。」
他坦言，自己身為律師會理事，經常與

內地有交往，與中聯辦的接觸也不少。身
為無政黨人士，各方面都應有接觸。

何君堯擬參選新西
「獨身」爭鄉事派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屯門鄉事委

員會前主席、香港律師會前會長何君

堯昨日表示，將積極考慮參加今年立

法會新界西直選。由於自己有鄉事背

景，希望尋求鄉事派的支持。他說，

到7月16日宣佈參選截止日期之前，

會逐個拜會各個鄉事委員會，又指自

己沒有任何政黨背景，若決定參選，

會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出選。

■何君堯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