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領袖讚梁夠果斷敢承擔
對不競選連任感惋惜 肯定領導特區政府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以家庭理由宣佈不

競逐下屆行政長官，香港各大社團領袖對此均感惋惜，同時表示理解及尊重。他

們一致肯定梁振英任內領導特區政府，堅定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

本法，團結和帶領管治團隊依法施政，推動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特別是面對政

改、違法「佔中」、「港獨」活動等重大政治事件上，他都敢於承擔，果斷應

對，依法處理，為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國家安全貢獻良多，也為下屆特區政

府進一步謀劃和推進香港長遠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中央對他一直以來的工作都

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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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棋：「反獨」態度明確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昨日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坦言，他對梁振英不尋求連任感到可
惜，但尊重和接受對方的決定。他讚揚梁振英鞠躬盡
瘁，帶領特區政府為香港做了很多實事。「他在推動經
濟發展，改善社會民生，特別是處理房屋政策方向正
確，為香港未來發展打下良好基礎。特別是處理『港
獨』問題，態度明確強硬，反應果斷，絕不姑息，獲得
中央高度肯定和正面評價。」

余國春：貫徹「一國兩制」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余國春表示，
梁振英是一個有擔當的特首，對他不再參選感到惋惜，
又讚揚他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和香港基本法，為香港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做了很
多實事，特別是在扶貧、安老、助弱、房屋等民生問題
上建樹良多，成效顯著。「我希望社會各界能夠理解和
尊重梁振英不再參選的決定，大家不應再有太多猜測，
一起放下成見，團結一致做好下屆行政長官選舉。」

唐英年：為港發展奠基礎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會長唐英年對梁振

英宣佈不競逐連任感到驚訝，但理解和尊重他的決定，
「過去4年，梁先生的家人承受了不少壓力，故此，他
決定保護家庭而不競逐連任是可信的。」他讚揚梁振英
過去4年盡心盡力服務社會，其房屋及民生政策有助紓
緩社會問題，為香港未來的發展奠下基礎。

林樹哲：力推經濟為民生
全國政協常委林樹哲指，中央對特首梁振英和特區政
府的工作一向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梁振英因為家
庭理由而決定不再競逐連任，社會應該予以理解和尊
重。他讚揚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貫徹「一國兩制」和香
港基本法，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面都付出了艱辛
努力，又讚揚他在處理政改、違法「佔中」、「港獨」
等重大政治問題上，敢於擔當，維護法治，維護市民福
祉，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成績有目共睹。

盧文端：關鍵時刻靠得住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

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表示，梁振英任內一一應對和解決
香港社會長期積累下來的難題，成績有目共睹。在處理

違法「佔領」行動中，習近平主席曾引「疾風知勁草，
板蕩識忠臣」，讚揚他在關鍵時刻靠得住，愈戰愈勇，
迎難而上，這說明了中央信任他的能力，及高度評價他
的工作。梁振英是次基於家庭原因不再競逐連任，社會
不應有太多的猜測。

吳良好：扶貧住屋費心血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

示，梁振英基於個人理由而不再競逐連任，社會應予以
理解。他指，梁振英推出的一系列經濟民生措施，特別
是扶貧、房屋政策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心血，特別是處
理「港獨」問題更是深得民心，倘若讓「港獨」思潮持
續蔓延，對整個香港社會相當不利，這方面工作他做得
相當好，也獲得中央政府高度讚揚和評價。

陳清霞盼接任人愛國愛港
全國政協香港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

清霞表示，梁振英決定不再競逐下屆行政長官，大家應
予理解和尊重。梁任職至今為香港作出了重大貢獻，努
力和盡力解決房屋等民生問題，是一個非常有承擔的特
首。對於下屆特首，她希望選委會能夠理性選出一位愛
國愛港、能夠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根本利益、能夠按照
香港基本法管治香港、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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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昌鴻）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決定不競逐連任，香港商界對此均感可
惜，但表示會尊重其個人意願。他們讚揚梁振英任內
為香港做了很多事，絕對是一心一意為香港做事，認
為社會應客觀去評價他過去4年的工作，又期望下任
特首能夠解決香港現有困局，刺激經濟和改善民生，
並能促進社會和諧。
全國政協常委、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昨日在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示，他對梁振英宣佈不連任感到可惜，
認為對方適合參加競逐連任，但會尊重其個人意願。
他指出，梁振英任內為香港做了很多事，有心為香

港好，是有目共睹的，「他有心做好，但有些東西令
他比較難做。」香港目前的困局，在於政治和經濟各
方面都不和諧，特區政府施政困難，故他期望下一任
特首能夠解決香港現有困局，刺激經濟和改善民生，

及促進社會和諧。

誰當特首 挑戰同在
全國政協常委、九龍倉集團首席顧問吳光正，也讚
揚梁振英一心一意為香港做事，「無私心、不靠邊，
房屋政策夠膽做事，民生方面加大預算」，是一個可
敬的人。
他認為香港社會應客觀去評價他過去4年的工作，

「其實全世界很多國家都是面對社會對政府不滿，因
為覺得自己的生活沒有以前那麼好，所以香港亦都不
是例外，這些分裂其實往後都會有，所以不可以說責
任歸於一個人，任何特首上任都要面對這些不同的挑
戰。」
香港總商會發表聲明指，梁振英決定不競逐連任，

以免家人承受過多壓力，對此表示理解及尊重，又讚

揚梁振英致力服務香港，對其熱誠及付出表示讚賞。
對於未來特首人選，總商會指，參選特首乃個人決
定，在有意參選人士尚未正式公佈其參選意願前，該
會暫不適宜評論。
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郭振華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
表示，梁振英任內在勞工、房屋和長者等方面均做了
大量有益的工作，為了抑制房價，他帶領的特區政府
出台措施，打擊外來投機客，並想辦法覓地興建公
屋。在推動香港與內地經濟、科技和文化等合作方
面，他也做出了大量積極的工作。
郭振華又表示，上任4年來，梁振英一直忙於工
作，應對各種問題和挑戰，他確實有些累，也沒有
時間陪家人。現在，他決定不參加下任特首選舉，
將會有更多的時間多陪家人，這對他來說也是好
事。

行政長官梁振英宣佈不再競逐連
任，小道消息滿天飛，有媒體稱，
「轉折點」是本周初「一名高於王
光亞級別的北京特使」南下深圳，
向梁振英傳達「勸退密令」云云。

事實上，在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中，只有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國務委員
楊潔篪的級別高於王光亞。而根據公開資訊，本周初

三人均在北京，有關說法根本毫無根據。

眾港澳小組高官連日在京
張德江委員長本周一在人民大會堂與比利時聯邦衆

議長布拉克舉行會談；6日在人民大會堂與哈薩克斯坦
議會上院議長托卡耶夫舉行會談；7日在人民大會堂與
馬爾代夫議長馬斯赫舉行會談；8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
了加蓬總統邦戈，一直都在北京。

李源潮則在北京出席周一、周二舉辦的全國青聯十
二屆二次常委（擴大）會議。楊潔篪周一在北京出席
首屆中國丹麥地方政府合作論壇開幕式並發表講話。
國家主席習近平周三在人民大會堂與加蓬總統邦戈舉
行會談前，楊潔篪亦出席了歡迎儀式。3人「分身」到
深圳「勸退」梁振英一說，實在是沒有可能的事。

若說因為有人向中央反映對梁振英的不滿，也是毫
無證據支撐的。事實上，自梁振英上任以來，一直迎
難而上，克服不同的問題，早已「得罪」不少人，個
別利益團體的不滿並非一日之事，若該原因成立，不
可能拖至今日才突然「勸退」梁振英。 ■記者 甘瑜

商界：一心一意為港做事

「勸退密令」得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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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一日都嫌長？昨日下午，香港政壇風雲
突變，特首梁振英突然宣佈放棄競逐下屆行政
長官。因為事先毫無徵兆，政壇社會相當意
外，各種猜測和傳言滿天飛。自明即時求教政
壇高人，欲探究竟。高人見慣世事變幻，坦言
CY任內作為深得中央信任，本來連任機會甚
高，無奈公私實在難以兩全，忍痛放棄角逐連
任，實是一個男人的擔當；港澳辦、中聯辦談
話都用到「深感惋惜」，相信不是「公關辭
令」，而是由衷表達。那CY之後誰是「真命
天子」？高人提醒指，昨日接連傳出各種信
息，指中央「心水」暫時未定，但無論如何都
不會是鬍鬚曾，「睇怕就算不是CY，鬍鬚曾
都係冇運行。」

政壇高人坦言，本來一直相當看好 CY 連
任，「只要決定去馬，幾乎可以肯定獲得中央
祝福。」理由好簡單，「你看看中聯辦負責人
的談話，絕對不是空話套話」，除了肯定他堅
定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勇於
解決香港社會長期積累形成的困難和問題，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加
強與內地的交流合作，又特別高度評價他在處
理政改問題、應對非法「佔中」、依法打擊遏
制「港獨」上，敢於擔當；更加特別的是，讚
揚他「表現出堅定的愛國愛港立場和駕馭複雜
局勢的能力。」

中央讚能駕馭複雜局勢
高人直指，「駕馭複雜局勢的能力」這一評

價最可圈可點。高人說，關注政壇的人一定記
得，就在上個周末，政壇中人收到中央消息，
指選擇特首的標準，除了之前明確的愛國愛港
（中央信任）、良好管治能力、港人接受三個
條件外，增加了「具備駕馭複雜形勢能力」這
個條件。高人說，新增加的第四個條件，反映
了中央對香港最新形勢發展的核心關注，因為
隨着「佔中」、政改、「港獨」思潮興起，香
港局勢的複雜性確實已今非昔比。中央擔心，
沒有堅定的底線立場和高超的駕馭能力，香港
形勢難免更加嚴峻。「CY過去兩年的表現，

確實也擔得起『駕馭複雜形勢能力』這個評
價。甚至有人話，第四個條件係為CY度身定
做，也不無道理。」高人說，一切跡象顯示，
說中央不讓CY連任的說法，實在沒有任何事
實根據和邏輯支撐。

做一個有擔當好男人
那麼，CY到底是為什麼放棄競逐連任呢？

高人笑言，「CY講得實牙實齒，點解唔信，
而一定要用陰謀論去諗呢？」高人說，CY確
實是一個有擔當的人，這一點在他面對一系列
施政挑戰時已經充分顯示；作為一個男人，當
家庭、親人遇到不能逾越的困難時，挺身擔
當，有所取捨，也是一種難得的擔當。高人指
出，近日有媒體爆料，指CY女兒齊昕情緒問
題爆發，已經入院治療，看來病情相當嚴重，
「呢啲唔係今時今日先發生，唔做得假」。
CY公私不能兩全下，最後決定做一個有擔當
的好男人，「點講都好，齊昕的父親只有一
個，特首始終還有其他能人可以選擇。」

「紅燈」拒入閘必有因由
講到「其他能人」，確實又是大家最關心的

問題，高人怎麼看？高人笑言「估領袖」從來
都是熱門話題，更何況突然少了一個「大熱
門」，相信一定會「禾雀亂飛」。高人說，至
今公開或者曖昧表達了參選意願的，至少有四
五人，誰是「真命天子」，大家不妨對照「四
大條件」，自己去評估一番。「但有一個人睇
怕一定無機會，即係早前被傳中央已經亮咗紅
燈的鬍鬚曾。」自明直問道理何在，高人說，
昨日CY宣佈放棄競逐連任後，有幾個媒體馬
上言之鑿鑿引述「中央高層」消息，指中央有
兩個決定：一個是尊重CY因為家庭原因作出
個人決定，第二個是絕對不接受鬍鬚曾參選。
「呢個時候，點解只話鬍鬚曾一定唔得，又唔
話第二個？又唔見中央放料闢謠？」高人更
說，據他了解，關於鬍鬚曾的「紅燈說」絕對
不是空穴來風，看來不接受鬍鬚曾參選必有因
由。

CY棄逐連任中央惋惜 鬍鬚曾都係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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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站在這舞台，聽到掌
聲響起來，我的心中有無限感
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懷
已 更 改 ， 我 還 擁 有 你 的

愛……」昨晚，在特首梁振英宣佈不參選下
任行政長官選舉5個小時後的深圳五洲賓館，
2016第十五屆香港珠三角工商界合作交流會
上，梁振英和一眾嘉賓在主席台上高唱一首
《掌聲響起來》，台下千人鼓起掌來，台上
的梁振英飽含深情，顯得非常激動。而《掌
聲響起來》的歌詞恰好符合了梁振英當時的
心境。
《掌聲響起來》當晚被唱響兩次，最後一

次是大會自發決定專門獻給梁振英特首，感
謝他這些年為香港做出的貢獻。梁振英並未
多講話，只是連說：「謝謝！」

將卸重擔 表現輕鬆
也許是因為將卸下重擔的原因，梁振英在交
流會上顯得非常輕鬆，從會議開始一直堅持到
最後，兩個半小時的會議，梁振英不斷地與到
場嘉賓寒暄，飯也吃得很仔細，間中還會拿出
手機對台上表演的人士拍照。梁振英本人也成
了當晚最受關注的貴賓，不斷地有人提出要求
與他合照，梁振英均來者不拒。
在場人士紛紛表示，梁振英擔任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以來，勇於面對香港
社會長期積累形成的困難和問題，在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諧以及加

強香港同內地的交流合作等方面都付出了艱辛努力，做
出了大量貢獻，一路走來不容易。有在場人士更心生感
慨，這個特首不好當，不到5年的時間，梁振英耗盡心
血，頭髮白了很多。 ■記者 黎冬梅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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