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有主張「自決」及「港獨」的新議員進入立法
會，王振民希望，新議員應該珍惜機會，不要辜負市民
的期望，他們亦應該超越黨派的紛爭，協助政府施政。
他指出，如果香港不把法治當回事、肆意破壞法治，如
何可以期待內地大膽發展民主及學習香港的法治？他強
調，如果香港亂了，對國家全域的損失只是萬分之一，
但對香港就是災難。

激進「本土派」新議員仍未認清民意
王振民的話具明確的針對性。有主張「自決」及「港

獨」的新議員進入立法會，在當選之後未回應市民對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關注，反而繼續妄想「自決香港前
途」。例如：「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在電台節目中公開
聲稱，未來將在議會中提出「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討
論，要求「民族自決」、「反對赤化」；「青年新政」
的梁頌恆揚言將在議會中提出「香港獨立」的動議進行
辯論；「熱血公民」的鄭松泰則重複其所謂「永續基本

法」的「暗獨」議題。
這充分暴露這些激進「本土派」新議員仍然未能認清

民意，以為憑着炒作「自決香港前途」偽命題，繼續走
激進對抗分裂路線，就可以在立法會「鼎足而三」。但
他們不把法治當回事、肆意破壞法治，妄想「自決香港
前途」，最終只會受到法律制裁和選民懲罰。

認清「港獨」會帶來災難性後果
有主張「自決」及「港獨」的新議員當選後不可一
世，未宣誓先宣戰，拒絕溝通。如「熱血公民」鄭松
泰、「青年新政」梁頌恆、「香港眾志」羅冠聰拒絕
出席國慶酒會及升旗禮。曾在參選前表示個人支持
「港獨」，但參選後表示不再提這議題的「青年新
政」梁頌恆還信口雌黃指這是「鄰國國慶」云云。主
張「自決」及「港獨」的新議員拒絕出席國慶酒會及
升旗禮，暴露了他們不可一世，狂妄自大，繼續堅持
激進路線。梁頌恆指「十一」國慶是「鄰國國慶」，

更是暴露出這些激進「本土派」完全與國家切割的分
裂心態。
主張「自決」及「港獨」的新議員，他們所謂「前途

自決」、「永續自治」、「自主自治」等偽命題，其本
質同樣是鼓吹「分裂」、「獨立」，雖無「港獨」之
名，卻有「港獨」之實。港人要重視「港獨」會帶來災
難性的後果：一是破壞法治，直接否定國家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動搖香港的法治基礎；二是撕裂社會，把社會
爭議推向極致；三是阻礙發展，政治爭議白熱化，必然
令社會無法集中精力和資源搞建設發展；四是令青少年
迷失，偏離基本政治社會價值。

破壞香港最終遭到選民唾棄
王振民說，有人將香港的衰落，歸咎於國家發展，試

圖將香港的門關上，將香港孤立起來，甚至完全與國家
切割，不惜採取極端手段破壞香港，他對此感到痛心。
正是國家的發展和支持，才使香港繼續保持國際金

融、貿易、物流和旅遊中心的地位，繼續成為全球具國
際競爭力和最自由經濟體系的地區。如果將香港的門關
上，將香港孤立起來，甚至完全與國家切割，香港會喪
失國家的支撐，才會迅速走向衰落。
激進「本土派」新議員，數典忘祖，否定自己是中國

人，主張香港與內地完全切割，如果讓他們得逞，香港

不可避免成為自我封閉的「孤
島」。有激進「本土派」新議
員不惜採取極端手段破壞香
港，聲稱一旦進入議會，定將
拉布行動升級，欲肆意搞亂立
法會，窒礙香港發展。騎劫議
會、阻攔施政，禍港殃民的拉
布，早已失盡人心，激進「本
土派」新議員若將拉布行動升級，勢必惹來民意的強烈
反彈，最終遭到選民唾棄。

激進「本土派」新議員勿誤判形勢
有主張「自決」及「港獨」的新議員，妄想「自決香

港前途」，以為可以靠極端與激進的言行「出位」、譁
眾取寵，將重蹈激進「反對派」的覆轍。他們如果誤判
形勢，以為主張自決及「港獨」有市場，這完全是打錯
算盤。大多數民調都顯示市民最關注的是經濟、民生議
題，拉布、「港獨」更是沒有市場。
有主張「自決」及「港獨」的新議員揚言入議會後將

提倡「港獨」，受到主流輿論強烈譴責，主流輿論指出
如果有激進「本土派」當選者得寸進尺，利用立法會搞
「港獨」，特區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辦事，根據《立法會
條例》取消主張「港獨」者的議員資格。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出席一個有關「一國兩制」的午餐會，並就香港與國家的關係
作主題演講。他指出「自決香港前途」是一個偽命題，如果香港亂了，對香港就是災難。
這是對主張「自決」及「港獨」的新議員發出的警告，更提醒港人重視「港獨」帶來的災
難性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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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7香港監察」召集人兼資深對沖基金經理
錢志健9月初到比利時出席支持「藏獨」的活動
後，獲安排與達賴喇嘛對談近廿分鐘。《蘋果日
報》報道，兩人密斟期間，達賴對錢志健說，「我
自己和西藏流亡政府為例，至今已抗爭60年，但
從未失去希望。」「港人不應對未來失去希望。」
錢志健打着「2047香港監察」的旗號，目的就是
要搞2047年香港「命運自決」，其實即是「港

獨」。達賴喇嘛視錢志健為同道中人，兩人會面是
「藏獨」和「港獨」勾結合流的信號。
今年3月，鼓吹「港獨」的梁天琦曾赴印度與

達賴會面，並與多人交換聯絡方法；9月立法會選
舉前，梁天琦、黃台仰二人再遠赴比利時布魯塞
爾，參加由達賴喇嘛揭幕並出席的第7屆「西藏
人權會議」，兩「獨」再次合流。立法會選舉之
後，達賴喇嘛立即又和錢志健密會，反映「港

獨」和「藏獨」互相勾結日益頻密，「港獨」正
在密鑼緊鼓尋求外部勢力的扶持，為反中亂港製
造更多事端。
錢志健是「佔中十死士」之一，曾積極組織、

策劃、參與「佔中」。他又是基金經理，熟悉資
本運作，與外部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由錢志
健籌集、運作反中亂港所需的資金，正好發揮其
所長。外部勢力，包括達賴喇嘛正是看中這一
點，利用錢志健暗中準備，長期部署，企圖在香
港進行「馬拉松式」的鬥爭，把反中亂港的惡鬥
搞到2047年。

達賴喇嘛相中錢志健、梁天琦、黃台仰之流，就
是因為他們極力鼓吹、支持「港獨」，數典忘宗，
所以被外部勢力視為「座上賓」，好讓他們回港後
死心塌地賣命，充當反中亂港的爛頭卒。一向以
來，「港獨」在香港被視為「過街老鼠」，與外部
勢力來往都是遮遮掩掩，見不得光。如今《蘋果日
報》大肆報道錢志健與達賴會面的消息，更詳細無
遺地披露談話內容，兩「獨」會面如此高調，究竟
想傳遞什麼信息，是要顯示立法會選舉後，「港
獨」已經無所顧忌，明目張膽，完全不把遏止「港
獨」的法律和民意放在眼裡嗎？

錢志健與達賴高調會面，意欲何為？ 徐 庶

勿妄想「自決香港前途」「港獨」有災難性後果
黎子珍

美總領事談港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家昌）美國新任駐港

總領事唐偉康（Kurt W .Tong）昨日在美商會午

餐會上發表主題為「建立在成功基礎上的美港關

係」，這是他就任近一個月以來的首次公開演

講。他強調，香港與美國關係的成功有賴於香港

的獨特性，而維持這種獨特性則有賴於「一國兩

制」的落實。對於有提問如何看待香港出現的

「港獨」主張，唐偉康強調，美國堅持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一國兩制」值得維護和重視。

讚「一國兩制」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去屆立法會不停拉布，拖垮特區政
府施政及經濟民生發展。《人民日
報》海外版昨日發表文章，指香港
雖有背靠祖國的優勢，但近年發展
卻不如新加坡，重要原因之一是特
區政府施政飽受拉布之苦，強調須
對拉布說「不」。

評級機構憂續「拉」
文章提到，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

一的穆迪近日發表報告指，香港立
法會換屆改選中，雖然建制派仍取
得41席，且「泛民」變得更碎片
化，但反對派議席總體而言有所增
加，預期立法會因政治對立而產生
的拉布將持續出現，導致政策制定
過程減慢，而特首梁振英回應穆迪
報告時表示，連國際社會都注意到
拉布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害，無論穆
迪調低香港的評級本身有否道理，
都說明拉布在國際社會上引發負面
影響。

浪費公帑以億元計
文章又指，反對派拉布最慣用的

招數之一，是在會議中不斷要求點
算法定人數，並引立法會數據指，
立法會大會過去4年共舉行2,186小
時會議，其中十分一時間浪費在點
人數上，達1,478次，共花了223小
時。此外，因議員缺席流會花了
229小時，流會18次，合共虛耗
452小時，由此浪費的公帑以億港
元計。因拉布而延誤並招致的工程
費用超支損失，更是數以10億港元
計。
文章強調，拉布源於歐美議會，

今天卻在港台等地區大行其道，香
港有背靠祖國的優勢，近年發展卻
不如同為「亞洲四小龍」的新加
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特區
政府施政飽受拉布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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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任駐港總領事唐偉康昨日
在演講中多次強調香港的「獨特
性」，在他眼中，香港不單是個美
食之都，也是個擁有豐富地貌的城
市，他更形容香港是「世上最3D的

城市」，笑言自己來港接近一個月已經有
充足運動。

來港僅一月 正學廣東話
這位華府資深外交官表示，來港雖僅

有一個月，但先後與香港商界領袖及一
般市民見面，感受到香港政府及非政府
組織如何協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又透
露自己正在學習廣東話。展望工作前

景，他希望未來能夠更大力地在本港推
介美國旅遊，因為現時美國的旅遊價值
被低估，相信這將有助港美兩地經濟與
人文交流。
唐偉康出任駐港總領事前，曾任職美

國國務院經濟及商業事務局首席副助理
國務卿，是國務院處理經濟事務最高級
別職業外交官。他亦曾常駐東京，任美
國駐日本大使館副館長及臨時代辦。唐
偉康於普林斯頓大學畢業，曾於美國外
交學院學習經濟，通曉中文及日語。他
生於俄亥俄州，並於麻省長大，愛好網
球、足球及其他運動，與日裔太太育有
三名孩子。 ■記者 余家昌

讚港最3D 地貌豐美食多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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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現
屆特區政府着力解決民生問題，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一論壇上表示，
面對人口老化及貧窮等問題，政府責
無旁貸，但公共財政並不能解決所有
問題，期望與商界及志願機構合作，
為市民提供更多支援。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昨日舉辦「慈
善共創 都市聚焦」國際慈善論壇，
探討城市社會議題，曾俊華出席開
幕儀式並致辭。他指出，要解決人
口老化及貧窮等問題，政府責無旁

貸，而特區政府過往做了很多工
作，包括引入海外專才、改善幼兒
托管服務等。

單靠公共財政不能解所有問題
他強調，單靠公共財政並不能解決
所有問題，需要商界及志願機構透過
資金及人才的投入，一起提供更好的
環境，特區政府願意提供更多空間及
支援，期望與商界及志願機構合作，
解決社會問題。他又指，城市的進步
和發展不能只靠硬件配套，更要依靠

慈善事業的支持和協助，才能營造更
美好的城市。
曾俊華提到，隨着亞洲地區經濟

快速增長，不少亞洲新興城市在國
際舞台的影響力越見強大，同時也
面對不同的挑戰，論壇正好為大家
提供一個集思廣益的機會，匯聚各
方經驗，就應對各種社會問題尋找
嶄新和更具成效的方法，開闢新路
徑，務求建立人人安居樂業的共融
社會，讓每個人都可以一展所長，
貢獻社會。

財爺冀商界志願機構齊行善

上月底履新的唐偉康表示，港
美關係不但有利於兩地，亦

會為中國內地其他地方帶來好處。
香港與美國在金融業及航運業關係
密切，香港也是美國企業吸引中國
內地資金的重要中間人。除了經貿
關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也是香港
與美國成功合作的因素，雙方學術
交流頻繁，香港更是美國大學留學
生第20大來源地。
唐偉康指出，法治精神、司法

獨立、透明開放、財金監管機構
的客觀和公平、言論自由、集會
自由及學術自由等，都是香港的
核心價值和成功基石。「一國兩
制」政策的成功落實，保障了香
港社會的開放，也是香港得以維
持其獨立性的重要框架。唐偉康
說，不論中國中央政府、港人或
美方，都希望維護「一國兩

制」，但他提醒任何人不應因此
自滿，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
有的高度自治需要用心維護。

強調美國堅持港是中國一部分
被問及會否支持個別當選議員的

「港獨」主張時，唐偉康拒絕直接
回應，但強調美國堅持香港是中國
一部分，亦認為在「一國兩制」之
下，香港的高度自治是重要的，這
亦是香港成功的方程式，亦有需要
維持下去。
美國即將舉行總統大選，唐偉康

相信，美國對香港政策是從美國國
家利益出發，無論大選結果如何，
對港政策都不會改變。
美商會在香港的近百名會員代

表和40多名媒體記者出席了午餐
會，唐偉康還回答了與會者的提
問。

■■唐偉康認為唐偉康認為，，港美港美
關係成功有賴香港的關係成功有賴香港的
獨特性獨特性。。 余家昌余家昌 攝攝

■曾俊華出
席「慈善共
創 都市聚
焦」國際慈
善論壇開幕
儀式，並在
活 動 上 致
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