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在新一期《紫荊》雜誌撰文，回顧

本屆特區政府4年來，在經濟、創科、土地房屋等方面的工作。他強調，「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是今屆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而土地樓房的短缺導致香港在經

濟和社會發展方面面對巨大的掣肘。他希望社會各界以整體社會和市民的福祉為

念，團結一致，支持政府開拓土地，盡快增加房屋供應，相信香港必定可以持續

發展，令港人生活更加進步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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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激進反對派議員
入會後，鍾意做咩就做
咩，難為了一眾執行職
務的公務人員。在10

月26日立法會大會上，「熱血公民」立法
會議員蟲泰（鄭松泰）衝出議事廳座位，
又在主席要求他離席後跨欄式擺脫保安人
員，可憐一眾保安既要執行主席命令，又
唔敢揩親這「尊貴的議員」，結果老鼠拉
龜。有「熱狗」恐嚇，如果蟲泰「因為你
哋而少咗條毛」，「唔會放過你同你哋屋
企人！」唔知咁算唔算恐嚇呢？
蟲泰上任後大擺「官威」，氣焰囂張，

在「反辱華」集會當日，以「我係鄭議
員」來恐嚇公務員及前線警員，反映了這
批「新科激進派議員」的「質素」，也意
味執行職務的基層公務員未來有排冇好日
子過。鄭議員如此「尊貴」，「熱狗」當
然「全力保護」。

稱不會放過「屋企人」
在蟲泰於立法會表演「跨欄」避保安
後，「熱狗」李政熙即在其 facebook發
帖，爆粗恐嚇道：「你班立法會嘅垃×圾
濕×保安我聽×住！鄭松泰因為你哋而
少×咗條毛嘅話，熱狗係唔會放過你同你
地（哋）屋企人！記×住！」（見圖）
「熱狗」「Marco Wong」留言稱，

「熱狗係會還×拖嘅！」「Hans Li」則
稱，「有仇必報！」

李政熙在今年5月曾踢傷一名採訪「熱狗」前
「首領」黃洋達新設辦事處開幕禮的網台《香梘電
台》女記者，其後被控一項普通襲擊罪成，最終輕
判罰款2,000元。今年1月19日，他在上水天平商場
富臨酒家飲茶時，遇見政見不同及有嫌隙的茶客，
其間涉嫌襲擊對方，被控普通襲擊罪，案件將於12
月21日審訊。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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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將於明年舉行，反對派
試圖在稍後舉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
中搶佔更多的席位。約二十名醫生
昨日宣佈成立「真普選醫生聯

盟」，組隊競逐選委會醫學界，包括「佔中」時的
「醫療隊」醫生歐耀佳，所謂「傘後組織」、「杏
林覺醒」成員黃任匡，及身為急症室醫生的九龍城
區議員、早已退出「青年新政」的鄺葆賢。本報記
者昨日翻查鄺的facebook，發現她在「青政雙邪」
於宣誓儀式上公然以日本二戰侵華時的蔑稱「支
那」來侮辱國家時，曾發帖稱「支那咪支那囉」，
更揶揄對此表示不滿的人是「玻璃心」（見圖）。
看來，這個「真普選醫生聯盟」在正式參選時，必
須向所有選委會醫學界界別分組投票人交代，其他
成員是否和鄺葆賢站在同一陣線，以作為投票時的
參考。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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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葆賢發帖撐「雙邪」講「支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明年升中入學程序即
將開始，直資名校拔萃男書院昨日便舉行了兩場中
一收生講座，吸引約3,000名家長及學生到場。為讓
學生在全面發展之下亦能打好專注學業的根基，男
拔會於2017/18年度調整中一收生準則，學業成績
計分比重會由50%調升至60%。男拔過去兩年接連
加學費，今年加幅達6.7%至15%，校方指主要因通
脹及聘請外籍教師令開支增加所致，希望現有學費
水平能夠維持兩、三年。

副校長籲家長勿過分操練孩子
新學年男拔提供約240個中一學額，其中約150

個供附屬小學畢業生升讀，另約90個屬公開招生。
今年該校亦就中一收生準則作調節，學業成績比重
增至60%，而課外活動及面試表現則各調低5個百
分點至20%及15%，希望學生在全面發展之餘亦能
以學習為根本；餘下5%則為「其他」，如父親或兄
弟為該校舊生等。有關申請於昨日起至11月30日派
發及交還表格，預計公開招生會安排約400人面
試。副校長曹家偉提醒家長勿對孩子作過分操練，
也不要強迫其學習過多樂器或運動，面試會了解學
生是否對答自然及留意身邊事物。
今學年男拔中一學費增加6.7%至45,900元，IB國
際文憑課程首年（等同中五級）學費更增加15%至
93,700元。曹家偉解釋主要涉及開支增加，其中IB
課程因要聘請很多外籍教師，令加幅較大，他期望
現有學費水平能維持兩、三年，下學年未必會加學
費。

男拔中一收生準則
成績比重升至6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陳佐洱在《紫荊》雜誌撰文指出，「一國兩制」中的
「一國」是根本，是前提，失去或忽略了「一國」，
「兩制」就無從談起。陳佐洱並引述已逝世的國務院
港澳辦原主任魯平指，香港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九條中
「國防、外交等」的「等」字，意指的是中央與香港
特區的關係。
魯平於去年5月逝世，終年88歲。他長期從事港澳

工作，更參與了「一國兩制」方針的制定。陳佐洱在
文中指，自己在1988年成為港澳辦一員時，第一份工
作就是與魯平等的領導下、負責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
會秘書處的有關事務。其中，基本法第二章「中央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中的起草爭議是比較多的一
章，緊接在基本法第一章總則之後就擬寫，亦顯現它

的重要性。

「等」字指是中央與港特區關係
基本法第二章第十九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

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權」。陳佐洱引述魯
平的解釋指，「國防、外交等」的「等」字，意指的
是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既然香港是直轄於中央政
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其擁有的行政權、立法權、
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都是中央依法授予的，特區行
政長官及主要官員都是中央實質性任免，而這些都屬
於「國家行為」，是中央應有的權力。
陳佐洱在文中指，2012年7月1日，香港反對派的

「七一」遊行隊伍首次出現港英時代的英國「米字
旗」，更有人喊出要分離祖國的「港獨」口號，其後

「港獨」分子又遊行至中聯辦大樓門前，揮舞「米字
旗」，唱英國國歌，呼喊「南京條約萬歲」，打出
「中國不會給我們真正的自治，唯一出路是獨立建
國」的反動標語，有外國媒體大篇報道。

魯平曾斥鼓吹「港獨」者是「白癡」
他指出，當時85歲的魯平因此而被激怒，去信《華

盛頓郵報》要求全文刊登「這些鼓吹『香港獨立』的
人是純粹的白癡。沒有內地的支持，香港就會變成一
座死城。他們知道每天喝的水是從哪裡來的嗎？他們
或許自以為比英國人聰明。為什麼英國人最後選擇把
香港交還給中國，而不是宣稱讓它獨立呢？」最後，
該美國報紙未有刊登，文章最後由《南華早報》發
表。

陳佐洱：忽略「一國」無從談「兩制」

梁振英在文中指出，過去4年，特區政府財政穩
健，通脹溫和，經濟溫和增長，失業率長期維持

較低水平，即使環球經濟環境不明朗，政府上個財政
年度收入仍達到1,400億元，是歷來新高，反映香港經
營環境雖然競爭激烈，但大小企業的狀況仍然平穩，
經濟基礎良好。同時，香港與內地及世界各地有廣
泛、密切和不斷擴展的關係，例如簽訂多份有利貿易
發展的協議。

年投逾180億推創科發展
創新科技方面，他介紹，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一年以

來，創科氣氛已經形成，社會反應正面，而特區政府
今年已投入逾180億元，推動創新及科技發展。基建方
面，未來十數年，多項基建將相繼落成，包括剛啟用
的港鐵觀塘延線、即將啟用的南港島線；未來兩、三
年落成的廣深港高鐵、港珠澳大橋等，數量之多，是

世界上先進城市所罕見。
梁振英在文中特別提到，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面

臨的巨大掣肘，是土地樓房的短缺，他指出，樓價
貴、租金高，造成住屋問題，影響市民的經濟和社會
活動。他表示，本屆特區政府以負責任的態度，下大
決心解決土地房屋問題，但認為香港可以重建或再發
展的土地有限，因此只能依靠新土地，而供應新土地
的責任在政府身上。

四年努力見房屋供應增成效
他指出，本屆特區政府上任之初，不少人懷疑政府

增土地房屋供應的決心，但經過四年努力，開始見到
初步成效，在本年度至2020至2021年度的五年期內，
公屋供應量預計約為95,000個單位；私人住宅方面，
未來三至四年一手私人住宅市場供應量約為93,000個
單位，較本屆政府上任時的65,000個單位高出43%。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增加短、中、長期土
地供應，包括開發古洞北和粉嶺北、洪水橋、東涌及
元朗南的新發展區及新市鎮擴展，推展鐵路物業發展
項目，發展岩洞等。不過，他希望社會各界以整體社
會和市民的福祉為念，支持政府開拓土地，盡快增加
房屋供應。

特首籲各界齊撐政府拓地
土地短缺掣肘經濟發展 需盡快增房屋供應

■梁振英籲各界齊撐政府拓土地。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
鄭治祖、溫仲綺、潘志南）退休
法官胡國興宣佈參選特首，全國
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指，任何人
參選特首都是好事，又認為暫時
對特首人選沒有意見，「個個人
我都鼓勵佢參選。」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昨日在一電
台節目指，自己認識胡官多年，
尊重其決定，認為有助打破目前
的悶局，市民也希望有多一個人
選，但指特首要懂得搞好經濟，
有能力團結社會各界，阻止「港
獨」思潮不蔓延，亦要中央和港
人接受，及有治港能力，大家需
要思考「想要咩特首」。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則稱，胡國
興「俾人感覺幾良好，講緊大家
想聽的說話」，又指對方雖未有
政綱，但首選是啟動政改，相信
是很多人的願望。

黃國健：論「佔中」太輕佻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在同一節目
則指，胡國興的做事風格讓人感
覺直率和公正，但認為他面對傳
媒時的表現有問題，如對方在日
前評論違法「佔中」時，令人感
覺只是個「老頑童」，輕佻地稱
「好玩呀」、「醉駕仲嚴重」
等，自己不能夠接受，又質疑對
方參選卻無班子，無政綱，懷疑
他是否真心出選。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出席一個
教育施政論壇，被問及會否參選
及支持誰任特首時表示，他歡迎
有能力讓香港向前發展的人出來
參選，現時被指有意參選特首的
人士各有千秋，有些人人緣很
好，有人戰意很強，有人很硬
朗，認為要視乎最終有誰出選，
才能決定支持誰。

貝鈞奇促與體育界見面
足總副主席貝鈞奇在另一場合指，歡迎有

意參選特首者與體育界見見面，為不斷進步
的體育界溝通，互動建設好社會。
「星之子」陳易希則稱，他對政治沒有太
大研究，暫時未有心水的特首人選。被問到
是否支持梁振英連任，他未有直接回應，只
說梁振英成立了創科局，希望未來特區政府
能繼續扶持創新科技，令香港追上鄰近地區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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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首選舉開始成為社會
熱話，多名問責官員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均表示，他
們會繼續竭盡所能做好手上的工作，不會具體評論有關
問題。

陳茂波：未有政綱不評論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雖然退休法官胡國興已表達

參選意願，但其他傳聞有意參選人士並未表態，亦未有
人提出政綱，現階段不適宜仔細評論。他又感謝行政長
官梁振英在過去幾年給予發展局及各部門的支持，指過

往4年進行土地房屋工作不易。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說，對現任問責官員來說，

自身責任是在任內盡力做好分內工作，對其他包括任何
參選人士的情況不會評論。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稱，身為局長需要處理很多

民生議題，自己在剩餘的8個月任期內，會竭盡所能做
好餘下工作。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則表示，他會支持所有為香

港未來努力的人，又表示如果有機會在下屆留任，自己
願意繼續為香港服務。

多名局長談特首選舉：做好分內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由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育評議會等17個教育相關團體合辦的「教育施政論
壇」昨日舉行，邀請得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等人任主講
嘉賓，並與台下近150名教育界人士討論受關注的教育
相關議題，包括直資學校制度面對的挑戰及如何將有關
優點於其他學校應用等。席間有校長問及香港年輕人的
不滿情緒，梁錦松則指當中涉及新一代適應全球化和科
技衝擊的背景，加上香港面對貧富懸殊問題，易令年輕
人對現有制度感抗拒。
「教育施政論壇」昨日於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

沙灣）舉行，由教評會副主席何漢權及教聯會副主席蔡
若蓮主持，並邀請得梁錦松和《灼見名家》社長文灼非
就香港教育政策發表意見和心得。其中梁錦松提到今年
他和多名教育界及商界人士成立了「教育2.1」小組，提
出包括簡化校本評核、大學學券制、大學學分互通等多
項建議，及如何以全人教育裝備孩子，長大後能夠適應
瞬息萬變的社會。

籲將直資校成功處推廣
席上有教師就教師待遇、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和
直資學校等議題提問及發表意見。其中梁錦松認為，直
資制度成功令教育多元化，現時直資校只佔全港約一
成，未來應研究如何將直資校的成功之處，推廣應用於
其他學校上。
他亦提到應檢討TSA，反思是否需要做到「既考核學

生，同時又考核學校管理」，並從更宏觀的角度考慮現
時教育是否符合社會未來需要。
另有校長提到現時香港部分年輕人對社會有強烈不滿

情緒，梁錦松回應指，不止是香港，世界各地青年人普
遍對社會有所不滿，原因包括全球化和科技衝擊不同行
業及工種，令他們擔心未能適應改變；加上現時社會貧
富懸殊嚴重，令年輕人感到社會充滿不公平和產生抗
拒，期望制度應有所改變，社會需要了解有關不滿以作
有效應對。

梁錦松：要有效應對青年不滿
■「教育施政論壇」昨日邀請得梁錦松（前排右五）任主講嘉賓。圖為他在會後與合辦機構的成員合照。 溫仲綺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