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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在香港同胞慶祝國慶籌委會
成立大會上強調，是否讓主張「港獨」者參選立法
會，是大是大非問題，是原則和底線的問題，是事
關香港發展大方向的問題。這番話表明了中央政府
堅決反對「港獨」主張者企圖通過參與立法會選舉
來鼓吹「港獨」，甚至有可能堂而皇之進入立法會
的鮮明態度。這是中央對政治底線和法律底線的清
晰表述。通過簽署確認聲明書，限制某些主張「港
獨」者以參選方式來鼓吹和推動「港獨」，完全符
合基本法，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如果不簽署聲明
書，就不具備參選的資格，政府相關部門和相關公
務員應該有政治勇氣，理直氣壯地對「港獨」分子
染指立會選舉的圖謀說「不」。

張曉明主任昨日的講話中，從本月初習近平總書記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
說起，講到新中國發展的歷史，談到香港正在落實的
「一國兩制」方針，語重心長，發人深省。他重申，
中央的原則立場就是真心誠意地希望香港在「一國兩
制」之下保持原有的社會制度、生活方式和各種優勢，
使生活在香港的廣大市民安居樂業，日子越過越好。
中央政府絕無意使香港內地化，變為另一個上海或另
一個廣州、深圳。同時，他也強調：必須把堅持「一
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統一起來，把維護
中央的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有機
統一起來，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機統一起來，大家都必須遵守一
些政治底線和法律底線。

具體到日前正式開始的立法會選舉，不允許主張

「港獨」者把參與立法會選舉變成一個大肆鼓吹
「港獨」言論、從事推動「港獨」活動的過程；不
允許「港獨」分子堂而皇之地進入香港特區的立法
機關，就是一條不可逾越的政治和法律底線。因
為，這是涉及到「一國兩制」能否繼續在香港成功
落實的原則問題，是事關香港未來發展大方向的大
是大非問題，容不得半點的含糊。

日前，特區政府選舉管理委員會根據基本法的要
求，以及立法會條例的相關規定，規定報名參選者
必須簽署確認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是完全合法、合理的要求。因為，根據基本法的
有關規定，立法會議員必須在就職時宣誓擁護基本
法，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因此，選管會在報名階
段就要求參選人作出相關的確認，是落實基本法和
立法會條例的具體措施。按照相關法律，如果不簽
署確認聲明書，就表明他根本不願意擁護基本法和
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選管會的要求，是有關政治
和法律底線在立法會選舉中的具體體現。

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應根據具體法律規定，作出
完善的具體操作方案，以堅決地執行這一法定程
序； 對拒絕簽署者，就應依法予以嚴正的處理。負
責選舉事務的政府官員，應理直氣壯、直截了當地
向外界傳達明確的信息。對於市民的疑惑，要清晰
地解答；對於某些別有用心人士的非議，要明確地
回應，以顯示特區政府落實「一國兩制」，確保香
港未來沿着正確方向發展的決心。面對某些人可能
提出的法律挑戰，特區政府應依法作出周密部署，
做好應對準備。

理直氣壯地對「港獨」分子參選說不
身兼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的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表示，過去七、八年建築成本
上漲，推展計劃的時間較原先估計長，加
上金融海嘯後整體投資環境轉差，原本預
留的216 億元的撥款，將不足以完成西九
文化區和支持文化設施的持續營運，她會
爭取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在政府和管理局
之間達成新的財務方案。西九是本港的新
地標建築群，亦是本港文化藝術薈萃之
地。這個寄託全港市民期望的文化區已經
蹉跎多年，簡單一句成本上漲、時間延長
的解釋，實在難以令市民滿意。當局有必
要搞清延時、超支的原因，搞清楚其中多
少涉及預算的錯判，多少涉及執行上的過
失。更重要的是當局對早已凝聚共識的基
建工程，必須加緊施工、盡快完成，以免
工程越拖越貴，增港人無謂開支。

西九是規劃中的本港新地標建築群，也
是文化藝術薈萃之地。誠然，西九發展至
今，已經不再是一大片曬太陽的臨海土
地。據有關當局表示，作為西九文化區第
一個永久設施的M+展亭，將會在22日舉
行落成儀式，之後亦會有戲曲中心、藝術
公園、M+博物館等相繼落成。據管理局
行政總裁栢志高所言，區內核心文化藝術
設施的建築工程持續進展良好。未來幾個
月，管理局也會重新檢視原本計劃用作大
型表演場地和展覽中心的西面用地，在西

九文化區內的定位。
不過，令人困惑的是，有關方面一面說

進展良好，另一面卻繼續伸手要錢，管理
局指原本預留的216 億元的撥款，將不足
以完成文化區和支持文化設施的持續營
運。究其原因，是過去七、八年建築成本
上漲，推展計劃的時間較原先估計長。但
這些都是大而化之、籠而統之的原因，並
沒有具體的數字說服公眾。西九文化管理
局以財政獨立的形式推動西九文化區發
展，設立專項撥款，其目的就是要發揮項
目的效益，但為何結果卻未如人意呢？在
追加新的預算之時，西九管理局需要向公
眾清楚解釋建築成本上漲的情況，以及時
間較估計延長的原因何在？

西九文化區的發展，由1998年提出，至
今已歷18個年頭，中間一波三折，由天幕
招標到推倒重來，從董事局成立到舵手一
換再換，單是顧問費已花費數億元之多。
市民迄今還沒有享受到一個國際高水平的
文化場地，預算支出卻不斷加碼。西九工
程一拖再拖，導致虛耗資源，窒礙社會發
展，無了期的拖延令到西九工程的開支不
斷上漲。廣大市民有理由期待，當局推動
工程建設的進度務必加快，不要再蹉跎歲
月。同時，更要嚴格控制工程開支，確保
納稅人的金錢能產生最大效益。

（相關新聞刊A10版）

西九須提速 開支應嚴控

麗芸「為理」為你「發聲」
「票后」冀西九連取兩席 掃走拉布歪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展開，九龍西

選區將新增一個議席。上屆九龍

西「票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今年繼續領軍爭取連任。

蔣麗芸昨批評，有議員在過去4

年「拉布拉到無晒理性」，令

《醫生註冊條例草案》等多個關

乎民生的議案不能通過，冀協助

「民記」連取兩席，繼續為香港

社會仗義執言，糾正議會上出現

的「邪氣歪風」。

提名

蔣麗芸昨率領參選團隊，包括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
傲冬、深水埗區議會副主席陳偉明、九龍城區議

員邵天虹，以及民建聯深水埗社區幹事張德偉，前往
九龍城政府合署正式報名參選。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九龍城區議會主席民建聯潘國
華、工聯會區議員陳穎欣到場支持。

李慧琼：街坊事務常記在心
李慧琼表示，蔣麗芸在過去4年任期中，非常關心
九龍西事務，對街坊關注事務常記在心，時常仗義發
言，她亦同時擔任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加快九龍
城區重建，表現值得讚賞。
李慧琼坦言，9月份舉行的立法會選舉，選情將會
十分嚴峻，「多了一席變化大了，坊間亦有流言指民
建聯贏梗，但其實每一票都重要，不會必然有議
席。」
她呼籲，認同民建聯理念的市民，支持民建聯繼續
在議會中為民發聲，頂住「邪氣歪風」。

抗衡歪風「一票都不能少」
蔣麗芸表示，今次競選口號為「為理承擔、為理發

聲」，她會為香港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和社會穩定作
出承擔，同時為市民發聲。
她指出，近期有議員「反對反到傻咗，拉布拉到無

晒理性」，例如關係醫委會改革的《醫生註冊條例草
案》，因為拉布而未能在本屆會期內通過，更拖延
《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和《2015年消防條例草
案》通過，需要她進入議會抗衡歪風和「邪惡力
量」，形容其團隊是「一票都不能少」。

民記贈三寶 寓觀察聆聽發聲
民建聯成員為蔣麗芸送上三大「法寶」，包括望遠
鏡、聽筒及揚聲器，寓意她高瞻遠矚、觀察入微；耳
聽八方，仔細聆聽市民訴求；表達市民意見、傳播民
建聯的理念，面對拉布等議會暴力也敢於發聲。
九龍西選區今屆增加一個議席，不同黨派人士早已
揚言加入戰團，料選情相當激烈。
蔣麗芸表示，民建聯過去在經濟、民生，以及地區
方面都做了工作，擁有不少支持者，相信市民了解民
建聯是真正為香港做事，希望能夠奪取兩席，更豪言
「我希望攞晒5席！」
已報名參選九龍西選區的還有民主黨黃碧雲、經民
聯梁美芬、民協譚國僑、「新思維」狄志遠、「青年
新政」游蕙禎、「小麗民主教室」劉小麗，以及無黨
派的李泳漢。

陳振英十大政綱
1. 共創穩定和諧的經營環境，恪守「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推動社會各界求同存異。

2. 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促進特區政府有效管治。

3. 打造銀行與市民的利益共同體，推動業界積極承擔企業社會
責任。

4. 創造最有利於金融業穩定健康發展的監管環境，加強與監管
機構溝通，優化措施。

5. 鞏固和加強銀行業持續發展的基礎，改善金融基建，倡行公
平良性的市場競爭。

6. 加快香港網路金融的發展步伐，推動金融科技創新和運用。

7. 積極向國家有關部門建言獻策，爭取盡快落實支持香港經濟
金融發展的各項措施。

8. 打造香港成為「一帶一路」的首要融資中心及超級聯絡人。

9. 積極向政府反映業界經營中的問題，適時跟進、促進銀政互
動、銀企合作，建議政府優化「特別信貸保障計劃」。

10. 推動香港成為人民幣儲備資產管理、人民幣債券交易中心。

整理：記者 甘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中銀香港
董事會及公司秘書陳振英，日前代表銀行
界報名參選金融界立法會議員。他昨日在
傳媒茶敘，詳述自己「專業為本 發展為
先」的十大政綱，期望在「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下，為香港創造穩定和諧的
經營環境，並推動金融業的發展，包括改
善措施和金融基建，發展金融科技等。

撐企業 保就業 穩經濟
近年社會上爭拗增加、激進舉動屢現，

令社會及經濟發展受阻。有見及此，陳振
英的十大政綱（見表）中，首要的就是
「共創穩定和諧的經營環境」。他期望在
恪守「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下，推
動社會各界求同存異，聚焦發展。
在業界與政府和監管機構的關係方面，

陳振英表示，會履行建設性監督職責，促
進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效管治。此外，
他也會積極向政府反映業界經營中的問
題，適時跟進、促進銀政互動、銀企合
作。他又建議政府優化「特別信貸保障計
劃」，以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
談到未來發展，他表示會加強與監管機

構溝通，優化監管措施，在業務拓展靈活
性和安全之間達至平衡，創造最有利於金
融業穩定健康發展的監管環境。另外會提
倡，改善金融基建、加快香港網路金融的
發展步伐等，推動金融科技創新和運用。

打造融資中心 迎「帶路」商機
就國家為香港帶來的機遇，陳振英表示，

會積極向國家有關部門爭取盡快落實支持香
港經濟金融發展的各項措施，令業界受惠。
他又希望把握「一帶一路」戰略帶來的商
機，培育業務發展和就業創造的新增長點，
尤其希望將香港打造成「一帶一路」的首要
融資中心及「超級聯絡人」。
陳振英於美國東北路易斯安那大學（現

名為路易斯安那州門羅大學）取得工商管
理碩士學位，自1992年加入中銀香港全資
附屬公司南洋商業銀行，累積逾24年銀行
經驗，歷任南商商人銀行部經理、港外業
務處主管等，至2008年5月任南商副總經
理（前台），2011年4月獲委任為中銀香
港董事會及公司秘書。
他是香港合資格公司秘書，同時也是香

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

陳振英振金融 首重和諧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現屆進出口界立法會議員、民建聯
黃定光昨日報名參選，爭取第三度連任。黃定光指出，香港經濟
正面臨困境，香港社會須保持和諧，才能確保經濟穩定增長，但
過去4年有人不斷拉布破壞議會運作，拖延關乎民生的議案通過，
這些議員有必要作出檢討。

經濟將「陣痛」籲齊心振港
黃定光昨在十多名進出口界代表支持下，前往金鐘政府總部報

名參選。黃定光表示，香港經濟正面臨相當大的困境，加上英國
脫歐，金融海嘯後經濟未完全復甦，內地經濟亦處於變更期，將
會出現「陣痛」，香港如何保持經濟發展平穩是重要的課題，如
果不能搞好經濟，更遑論改善民生，呼籲香港市民共同努力，保
持社會和諧，確保經濟穩定增長。
他坦言，今屆立法會選舉是「前所未有」的熱鬧，其參選界別

進出口界選情則較平穩，暫時未收到其他人有意參選的消息。
黃定光透露，目前已得到進出口界主要組成部分的16個商會支

持，超出20票提名的上限，又說自己歷任3屆進出口界議員，在
議會工作12年，相信市民自有評價。
他又笑說，自己「都希望做返自己生意」，但「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業界都希望他參選，惟有心無旁騖全心投入，未來4年
會認真考慮物色接班人。
現屆立法會多次出現議員拉布，被問到是否贊成修改議事規

則，黃定光認為，議會過去多年出現爭拗，形容是自然的事，但
有人不擇手段破壞議會運作，已非單純「爭拗」。
他認為，議事規則是要制止破壞議會的行為，是否需要作出修

改，相信市民自有定論。

拉垮議會工作 冀為港投票
黃定光指，有市民詬病立法會變成「垃圾會」，值得全體議員

深思和檢討，「我們是否為市民福祉，為香港繁榮安定認真工
作？」過去4年，議會工作被拖垮，個別議員的表現如何，市民心
中有數。他認為，拉布只是個別議員「搞事」，希望市民在今次
選舉中顧及自己的福祉，作出明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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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屆九龍西上屆九龍西「「票后票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蔣麗芸今年繼續領軍爭取連任蔣麗芸今年繼續領軍爭取連任。。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黃定光昨在十多名進出口界代表支持黃定光昨在十多名進出口界代表支持
下下，，前往金鐘政府總部報名參選前往金鐘政府總部報名參選。。 文森文森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