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讚特首嚴打「佔」「獨」
批反對派「對人不對事」抹黑 學子憂長策無法延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以

來，不斷被反對派「妖魔化」，還透過立法會拉布，阻礙各

大小施政，以撈取自身政治本錢。梁振英上周五宣佈，基於

家庭理由決定不再競逐連任，反對派當然叫好，但多名市民

昨日在《城市論壇》上，均批評反對派「對人不對事」，還

搞出「佔中」、「港獨」等搞亂社會的行為，大讚梁振英果

斷打擊這些歪風。此外，有發言學生則擔憂隨着梁振英不再

連任，其長遠政策無法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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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數年反對派在不同議題處處阻撓，
梁振英及其管治團隊一直迎難而上，

亦漸見成效，更獲得市民的認同。昨日
《城市論壇》討論「特首梁振英宣佈不連
任」的題目時，多名市民發言時均高度評
價梁振英，並怒斥反對派一直「對人不對
事」。更有市民批評，過去4年反對派不
務正業，反而搞出個「港獨」問題，加上
議會內爭拗不斷，令社會民生及經濟發展
停滯不前。
有市民則大讚梁振英果斷打擊「佔
中」，及「青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等
的「港獨」行為。另有出席的學生對於梁
振英日前宣佈不再競逐連任，擔心梁作出
的長遠政策無法延續，出現朝令夕改情
況，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加強溝通
工作。

周浩鼎讚任內建樹良多

出席論壇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亦
對於梁振英決定不競逐連任感到可惜，直
言自己為此而「心情一直唔係咁好」，但
尊重梁振英為了照顧家人選擇放棄連任。
他指出，梁振英任內建樹良多，包括設

立創科局、覓地建屋等，亦漸見成績，可
惜在執行的過程中，屢受反對派肆意刁
難，阻礙施政執行，呼籲市民以公道及客
觀態度看待。
周浩鼎表示，社會和諧、修補關係需

要雙方配合，但反對派不斷把責任推到
梁振英頭上，實際上才是令社會分裂的
「舵手」。他指出，每當政府想有少許
讓步，反對派便會突然「唔收貨」，再
找新目標大肆打擊，提出新要求，然後

再指責政府不能解決問題，完全是「自
製得分循環」，強調反對派須為撕裂社
會負上責任。
他又指，反對派盲目包庇「青症雙邪」

及劉小麗等，還給予公眾錯誤信息。

李秀恒讚有拚勁延續信念
上屆特首選舉有份提名梁振英的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會長李秀恒表示，自己對梁
的能力感到佩服。李又形容，梁振英所受
的壓力有目共睹，卻從不說累，「好有拚
勁，一路鬧一路嘈，都繼續自己信念」，
更指反對派的批評不公道，只不斷製造流
會，令議會損失4,000多個小時的開會時
間。

顏汶羽讚重視青年工作
另外，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亦在其他
場合指出，過去一年多，梁振英兩度接見
青年民建聯，認為他很重視青年工作，
「他是個果敢的人，正因他願意觸碰很多
具爭議的議題，令他自己也變得很具爭
議。」顏汶羽續說，貧窮線、覓地建屋、
標準工時、強積金對沖、「雙非」等問
題，都是對立很明顯的議題，讚揚梁振英
面對如此狀況「也願意去闖去試」。面對
香港社會趨撕裂、對立和分化，「如何修
補陸續消失的互信、包容、尊重和體諒，
是我們未來必定要思考和行動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對於特首梁振英宣佈不競逐連任，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表示感到可惜，形容梁振英作
出決定並不容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則表示尊重梁振英的決
定，讚揚他十分盡力為香港做事。兩人都指沒有聽過中央政府對梁
振英不滿的消息。
梁愛詩昨日出席一活動後表示，對梁振英不競逐連任感到可惜，

但尊重及理解他為家人而作出的決定，形容決定並不容易。她強
調，無聽過中央不支持梁振英連任的消息。

林鄭重新考慮選特首是好事
對於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重新考慮參選特首，梁愛詩認為這是好

事，認同林鄭月娥多年來為香港做了許多工夫，有心為香港。被問
到可能有兩個司長同時辭職競選特首，她認為即使出現這種情況，
也不會影響特區政府運作。
譚惠珠在昨日選委會選舉中投票。她表示，尊重梁振英的決定，

讚揚梁十分盡力為香港做事，相信無論下屆是誰當特首，仍會繼續
重視房屋、交通等民生議題。她又表示，家庭是重要的，相信梁振
英因家庭理由不競逐連任是真正的理由，自己無聽過中央對梁有不
滿意的評論。
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身份而成為當然選委的譚惠珠還表示，會根

據候選人的政綱及政策，去投票支持誰人出任下屆特首，而梁振英
的決定並無影響其投票意向，因為她自己看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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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即使昨日
論壇上有不少市民力撐行政長官梁振英，反
對派中人還是不遺餘力地對梁振英作出攻
擊。對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嘗試為梁
振英講句公道話，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昨日就
在論壇上稱，民建聯是「包庇」梁振英的
「幫兇」，不肯用特權法調查廉署風波云
云。同為法律界中人的周浩鼎就指出，凡透
過特權法調查的內容，均不能作呈堂證供，
若要查出真相，應將交由刑事調查，踢爆作
為大律師的楊岳橋刻意誤導市民。

特權法調查內容不能作呈堂證供
楊岳橋昨日批評民建聯，指該黨在引用特

權法調查廉署風波投下反對票，反「呼冤」
稱︰「（民建聯對於）民主派講公道話就話
包庇，對梁振英惡行就視而不見，就係包
庇。」雖然日前已有媒體報道梁振英女兒梁
齊昕已住院約一個月，但楊又聲言，不相信
梁振英「照顧家人」是其選擇不連任的唯一
原因，還勸周浩鼎等建制派「唔好呃自
己」，進一步「推論」謂︰「如果咁意志堅

定點會放棄做咗咁多年嘅嘢？」
周浩鼎立即斥責楊岳橋的冷漠言論，指

楊不作出慰問反而落井下石。他又解釋，
民建聯反對引用特權法調查廉署風波，是
因為凡透過特權法調查的內容，均不能作
呈堂證供，若要查出真相，應將交由刑事
調查。他續說，楊作為大律師應很清楚，
卻刻意不提，「蓋住對眼」只為尋找批評
的機會。面對自己專業資格受到質疑，楊
岳橋則「堅持」周浩鼎「選擇相信」梁振
英說法，只是讓自己有下台階云。

浩鼎踢爆楊岳橋誤導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長官
梁振英近日宣佈因家庭原因而不再競逐連
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表示，尊重特
首的決定。多名政策局局長昨日回應特首
的決定時，有人表示可惜、有人對其任內
所給予的支持表示感激，他們均表示會在
餘下任期盡力配合特首施政，解決各項
「老大難」議題，包括退休保障、強積金
對沖和標準工時。

張建宗：緊守崗位 作戰到最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表示，今屆
政府在扶貧、紓困、助弱方面，特首給予他
很大的支持和鼓勵，自己對此表示感激。他
舉例指，在資源上，有關撥款在短短4年間
增加了234億元至今個財政年度的662億
元，「增幅達到百分之五十五，這是罕見
的，歷屆政府及回歸以來是罕見的」，反映
出本屆政府真的將扶貧、紓困、助弱和處理
貧窮問題放到很高的位置。就今屆政府任期
只剩下約半年，張建宗亦表示一定會緊守崗
位，作戰到最後一刻，並處理梁振英所提的
三個「老大難」議題，包括退休保障、強積

金對沖和標準工時。

譚志源：貫徹落實施政報告措施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表

示，自己對梁振英不競逐連任感到非常愕
然，也覺得很可惜，但自己理解他的家庭
理由，也尊重他的決定，「在接下來的6
個多月，問責團隊和18萬名公務員都會緊
守崗位，貫徹落實梁特首特別是在下月發
表的施政報告的各項政策措施。」

高永文蘇錦樑：配合政綱盡力做好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和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亦表示，會在餘下的任
期內配合特首的政綱，盡力做好工作。
被問及若有司長辭職參選，會否影響政

府運作，袁國強表示，相信無論發生什麼
事，政府團隊都仍然會盡心盡力工作。
張建宗和譚志源則表示，相信對政府的
運作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政府有其架
構和機制，也有一定的政策方針，有關情
況過往亦有發生，制度亦行之有效，並不
擔憂這方面的問題。

梁振英不競逐連任 袁國強尊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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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工展會又開鑼，一如既
往，反應熱烈，吸引不少市民入場購
物，參展商亦對今年銷情充滿信心。工
展會歷久不衰，成為宣揚香港產品、推
動香港工業發展的盛事，反映香港工業
根基深厚。「香港製造」品質好、講信
譽、安全可靠，再加上香港善於市場推
廣、法制健全、資金充裕，只要充分利
用這些競爭優勢，香港推動「再工業
化」大有可為，香港經濟能更多元化並
不是奢望。

工展會創辦於1938年，目的是展示本
港工業成就，推銷香港製造的產品。經
過近80年的滄桑變化，工展會已成為香
港一項購物消閒的年度盛事，家傳戶
曉、深入民心。2015年為期24天的工展
會，總銷售額高達 9 億元，吸引數以百
萬計的本港市民及海內外遊客入場，取
得可喜成績。工展會展銷的主要是香港
品牌的食品、藥品、日用品、家電，並
非什麼高科技產品，但從工展會備受歡
迎及銷情理想的實際情況可見，香港重
振製造業，仍有優勢和空間。

香港工業發展曾盛極一時，上世紀70
年代更是全球輕工業中心，鐘錶、玩
具、電子等香港製造的產品，信譽和品
質聞名世界。到了 80 年代，製造業北
移，香港轉型至今日以服務業為主的國
際金融中心，而實體經濟弱化、競爭力
持續下滑的問題也日益顯現。經過近年
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歐美等發達國家

積極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再工業
化」成為各國的重要發展策略，特朗普
就是以「把工廠和職位搬回美國」的願
景得到多數藍領階層支持，如今特朗普
正着手兌現競選承諾。香港「再工業
化」，不僅值得關注和討論，更應實事
求是地落實、推進。

事實上，香港具備推動「再工業化」
的優勢。首先，香港的企業在珠三角及
東南亞擁有世界級的工廠，以及頂尖的
全球採購及銷售網絡；其次，香港擁有
完善的資訊科技建設及強大的服務業，
為發展網上服務平台與售後服務提供競
爭優勢；第三，香港享有「一國兩制」
的雙重優勢，鄰近龐大的內地市場；第
四，也是最應充分發揮的，就是「香港
製造」意味着安全可信，香港製造、出
售的食品、產品受到香港政府和社會輿
論嚴格監管，製造商珍惜商譽，而越來
越注重品質的消費者更注重安全和健
康，這是「香港製造」的最大賣點和商
機。

綜合以上香港強項，再加上香港的固
有優勢，包括優良的法治傳統、自由市
場、高效廉潔的政府、來自世界各地的
資金，香港完全應該有信心、有能力推
動「再工業化」，解決香港經濟結構過
分依賴金融及服務業的失衡情况，促進
產業結構均衡發展，為本港年輕一代提
供大量的就業機會，創造向上流的途
徑，以利經濟及社會穩定發展。

工展會反應熱烈 「再工業化」大有可為
昨天是負責選舉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

組選舉投票日，廣大選民踴躍參與，截至晚上 9 時 30
分，投票率高達42.38%，比上屆高出17.56個百分點，
顯示選民希望透過選出合適的人士進入選委會，在明年
三月選出最能夠帶領港人、應對挑戰、克服困難、再創
輝煌的行政長官人選。但反對派在特首梁振英決定不競
逐連任、「ABC」議題失效之後，即時拋出「換人換制
度」的口號來欺騙選民。這種選舉操作，充分暴露反對
派過去「反梁倒梁」，只是出於黨派之私的政治操作，
他們反對的目標不僅是梁特首個人，而是反對「一國兩
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最終目的是企圖奪
取特區管治權。反對派的選舉操作，侮辱了廣大選民的
政治熱情和對香港美好前途的期盼。相信廣大市民會認
清反對派的本質，堅定對基本法規定之下的香港政治以
及民主發展進程信心，積極支持新產生的選舉委員會開
展工作，排除反對派的干擾破壞，讓下任行政長官人選
按照「四項標準」順利產生。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昨天進行，結果將於今日公
佈。選舉前夕，行政長官梁振英因為照顧家庭的原因決
定不競逐連任，市民在感到遺憾和惋惜的同時，希望選
舉委員會能夠按照既定日程順利組成，讓下任特首的選
舉工作如期開展。因此，許多選民都積極參與昨天的選
舉，投票率創了新高。選民的這種熱忱，值得肯定。但
反對派卻在選舉投票前夕拋出所謂「換人換制度」的口
號，將改變現行選舉制度作為動員手段。這是他們在突
然失去「反梁倒梁」的「發力點」之後，倉促推出的策
略。這種選舉操作，一方面顯示他們企圖繼續欺騙選
民，騙取選票，好讓反對派所推的人選進入選委會，企
圖左右特首選舉的大局；另方面充分暴露出反對派一直
以來的圖謀，他們的目標並不只是反對梁特首個人，而
是把矛頭指向了「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政治制度。他

們的企圖，就是要推翻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現有政制，
令香港按照對他們有利的模式發展，實現其操控特首選
舉，奪取特區管治權的圖謀。

回顧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到香港回歸以來的歷
程，人們看得很清楚，國家非常重視香港的民主發展，
希望香港社會能夠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在維護國家整
體利益、確保香港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礎上，按照香
港社會本身的特點和廣大市民的殷切期望，有序地推動
民主進程。在特首選舉問題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2014
年 8 月 31 日作出決定，香港可以在 2017 年實行特首普
選，港人本來能夠在明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這個循序漸
進發展香港民主的步驟，受到香港主流民意的支持。但
反對派出於私利，以「真普選」的偽命題為藉口，悍然
否決了落實特首普選的政改方案，令香港民主發展再次
原地踏步。如今，這些反對派又來說什麼要「換制
度」，顯然是欺世之談。同時，反對派一方面聲稱要
「換制度」，意思即不認同現有特首選舉制度；但另方
面，他們力推自己的候選人參選，聲言要奪取 300 選
委，更暴露出他們為了奪取香港管治權，可以無所不用
其極。毫無疑問，這是對選民政治熱忱的侮辱。

「樹欲靜而風不止」，反對派的行徑可以讓廣大市民
又一次清楚看到：雖然主流民意祈求社會和諧安定，大
家期盼能夠集中精力來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反對派卻
因為黨派之私，不斷製造矛盾，挑起社會分裂，企圖亂
中奪權，他們正是令香港社會動盪不安的根源。因此，
廣大市民要全力支持新一屆選舉委員會的工作，讓特首
選舉工作能夠正常進行，尤其要努力排除反對派的干擾
破壞，不受反對派選舉操作所蠱惑，確保下任行政長官
人選按照「愛國愛港（中央信任）、管治能力、港人接
受、具駕馭複雜形勢能力」的標準，在明年三月順利選
出。

選委選舉投票率新高 反對派侮辱選民熱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