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四年是香港回歸以來施政環境最複雜的時期，梁振英接手的是非常燙手的「燙手山

芋」，但他不懼艱險、危難、困擾，於政治、經濟、民生同時發力，得到「習核心」和中央

政府完全認可，得到香港廣大市民充分肯定，得到全國民眾和海外華人堅決支持，政績有目

共睹。如今，梁振英去意已定，反對派仍造謠生事，「倒梁」的本質是「倒法治」。這也提

醒下屆特首，與反對派中死硬分子的鬥爭不會停歇、不能鬆勁、不容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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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政績有目共睹 反對派造謠居心不良

上周五，梁振英突然並鄭重宣佈，為了今後更好地照
顧家人，將不會參加下一屆特首選舉。消息傳來，香港
社會普遍認為不解，全國民眾紛紛表示疑惑，海外華人
廣泛議論關注。不論什麼聲音，大都對梁振英任職四年
多來的作為讚賞有加。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和中聯辦負
責人也隨即發表講話，對他的選擇表示尊重，對他不參
選表示惋惜，對他過去四年多的工作高度肯定。港澳辦
發言人、中聯辦負責人都指出：梁振英先生擔任香港特
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以來，堅定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和基本法，穩妥處理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法律問題，在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社會政治穩定方面
作出了重要貢獻，帶領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在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推動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
積極成效。中央政府對他的工作一直給予充分肯定和高
度評價。
然而，某些反對派人士依然咬住梁振英不放，聲稱梁
「有重大醜聞」、「中央不支持」，等等。這種不顧事
實、喪失理智的做法，暴露出其「倒梁」出於私心，今
次又想借題發揮、把水攪渾，唯恐天下不亂，更暴露出
其居心不良、用心不正、害心不淺。

梁振英接手的是「燙手的山芋」
平心而論，梁振英於2012年就任四年多來，是香港
回歸以來施政環境最複雜、最艱險、最困難的時期。諸
多矛盾和問題經過多年的聚集、升級、發酵，在這一時
期爆發，暗流洶湧，險灘密佈，梁振英接手的是一個非
常「燙手的山芋」。
從政治角度觀察，「港獨」勢力泛起，政治環境惡
化，回歸後的諸多政策失誤。比如，國民教育的缺失，

導致回歸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普遍缺乏歷史觀、國家
觀、民族觀；基本法教育的缺失，令一些人曲解「一國
兩制」，或思維仍停留在港英管治時期，或以「獨立國
家」或「獨立政治實體」的角色定位香港、思考問題；
二十三條立法的長期擱置，讓「港獨」勢力看到了可乘
之機，在外國勢力的攛掇下，「港獨」浮出水面，蠶食
大學校園，並企圖滲透立法會，進入到建制構架內「播
獨」。立法會無休止的「拉布」「流會」，令政府的施
政方案無法落實，而非法「佔中」、「旺角暴亂」，更
把香港推向了混亂的邊緣。管治難度之大，前所未有。
從民生角度觀察，貧富差距拉大，民生難題成堆。香

港回歸前，大批英資財團撤走，造成了市場空檔，一批
華資財團迅速填補了空缺，當時發揮了「托市」的作
用，但多年經營之後，形成了壟斷格局，同時，一些財
團借房地產市場取消租務管制而大肆擴張，使香港的財
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基層普通市民財富縮水，貧富差
距拉大。香港的基尼系數從1997年的0.517上升到現在
接近0.6；香港的貧富人口逾百萬，香港的房價更是高
得離譜，更有數千人還居住在不足兩平方米的「籠屋」
裡，讓人難以置信。房價畸高，就業崗位減少，創業環
境不佳，年輕人向上流動受阻，扶貧、安老等難題成
堆。紓解民怨之迫切，前所未有。
從經濟角度觀察，經濟增長乏力，香港持續發展動力

不足。以往，香港實體經濟的份額不少，但過去十幾
年，香港經濟過度金融化、房地產化，不但風險系數增
加；同時，由於長期對創新投入不足，科技創新能力落
後於世界發達城市，經濟發展的後續動力不足，經濟增
長徘徊在2%左右，遠遠低於內地7%左右的增速。經濟
上行之困難，前所未有。

梁振英施政成效日益顯現
「習核心」對梁振英有句評價：「疾風知勁草，板蕩識

忠臣」。此語足以說明中央對梁振英的認可。回顧過去四
年多，梁振英無愧於這句評語、這樣肯定、這個激勵。
反對「港獨」，堅守底線。2014年的非法「佔中」長

達79天，「顏色革命」在本港上演，大有「變天」之
跡象。梁振英帶領施政團隊，緊緊依靠中央政府，既堅
守法律底線，又以寬容態度和策略手法，穩定了社會秩
序，令不得人心的「佔中」草草收場。「佔中」失敗之
後，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首次鼓吹「港獨」，梁振
英最早發聲，堅定地予以公開批評。在梁、游「雙邪」
宣誓風波中，梁振英於緊要關頭入稟高等法院，促成人
大釋法，法院依法判決，最終將「港獨」分子狙擊在立
法會門外。可以說，在大是大非面前，梁振英忠勇兩
全，謀略兼具。
改善民生，港人優先。梁振英就任特首後推動扶貧安

老，首次劃出貧窮線，令本港貧窮人口連續兩年大幅度
減少，43萬多長者領到津貼，港府社會福利開支五年激
增55%。他還推動公屋建設，重啟凍結了14年的長遠
房屋策略檢討，未來3年至4年一手私樓供應量預計為
9.3萬個單位，比現屆政府上任時的6.5萬個單位為多；
同時，增加土地供應，推展多個新發展區，研究大嶼山
發展和興建東大嶼都會的可能性，這為下屆特首施政打
下良好基礎。 反對派屢屢攻擊梁振英「賣港」，其
實，梁振英任期內重視與中央溝通，以「港人優先」原
則做了不少惠民生的好事。比如：推出了「港人港
地」、「雙辣招」、「零雙非」、「限奶令」、以及將
深圳居民赴香港「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有效
狙擊了「水客」。可以說，在改善民生上，梁振英綜合
施策，不遺餘力。
發展經濟，力推科創。香港經濟增長乏力，一個重要

原因是科技創新能力不足。梁振英上任前就建議政府重
組架構，去年11月成功設立創新及科技局。創科局成
立一年來，政府投放逾180億元推動創科發展，擴建科
學園，鼓勵「學、研」，設立「創科創投基金」，已經

有了一個好的開局，其效益將在未來越
來越明顯。梁振英還敏銳地意識到「一
帶一路」建設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今年5月，特區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
合辦首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邀請
張德江委員長親自到港視察與會，聽取
對香港發展的指示。可以說，在發展經
濟上，梁振英看得長遠、謀得實在。

反對派「倒梁」本質是「倒法治」
梁振英就任特首以來，主動與反對派人士溝通，交換

施政意見。但某些反對派人士拒不合作，一直致力於
「倒梁」，甚至競選議員的政綱都是「倒梁」；對梁的
攻擊，窮盡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借題發揮、小題大
做、惡意炒作之「謀略」。以梁振英宣佈放棄參選下屆
特首為例，中央對梁振英表示尊重、惋惜，再次充分肯
定、高度評價梁任期內的工作業績，一些反對派人士仍
要造謠生事，意欲何為？
客觀地講，反對派中的大多數人真心實意地擁護「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在現有政治框架內發表政見，但確
有一些人內心並不認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只是懾
於法律底線不能逾越，於是他們「抹黑」梁振英，「逢
梁必反」、「逢特區政府必反」，為反而反。實際上，
他們是「港獨」勢力的「催生婆」和「看護人」，有的
甚至充當了「港獨」教父。「港獨」勢力一天天坐大，
與這些人的縱容、庇護、推動密切相關！他們咬住「倒
梁」不放，是因為梁振英恪盡職守，堅決履行憲制責
任，堅決反「港獨」、護法治，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堅決貫徹執行中央政策，這讓他們恨之
入骨，欲除之而後快。經歷了這麼多風風雨雨，許多市
民已經看破，一些反對派人士「倒梁」的本質是「倒法
治」。
梁振英去意已定，反對派仍造謠生事，這也提醒下屆

特首，與反對派中死硬分子的鬥爭不會停歇。梁振英的
「硬朗」性格、「忠誠」精神、「不屈」風骨，為下屆
特首樹立了榜樣、制定了標準、建立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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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借貓BB過橋
網民鬧爆梁耀忠

中央政府宣佈放寬對部分人士實施入境內
地的限制，重新接受他們申請回鄉證。中央
主動釋出善意，是貫徹中央政策，即任何人
及組織只要堅持「一國兩制」和擁護香港基
本法，中央都願意與他們交流及溝通，亦歡
迎他們到內地「走一走，看一看」，真正了
解國家的發展和變化。民建聯樂見中央與各
界人士建立互信，相信只要港人真正了解國
家的發展和變化，並與中央直接及坦率地交
流及溝通，將有助「一國兩制」繼續成功落
實，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發展。
今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訪港期間，民建聯曾致函委員長，希望中
央政府將來安排更多機會，與香港社會各
界包括年輕人進行溝通交流，並考慮邀請
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內地，讓他們多走
走，多看看，增進對祖國的認識，消除不
必要的偏見，同時促進兩地的交流。
在張德江委員長與各界人士包括立法會

議員見面的酒會上，主席李慧琼與當時的
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更當面向委員長建議
給「泛民」重發回鄉證，而當時得到的回
應是「問題總會解決的」，各方均形容委
員長的回應是積極及正面的。
在短短半年後，中央便正式宣佈放寬部分

立法會議員及其他人士進入內地的入境限
制，並重新接受他們申請回鄉證。這股政治
暖風能否繼續吹，要看反對派的誠意及智

慧。初步來看，有高興歡迎的，亦有猜疑批評的。無論
如何，民建聯呼籲支持回歸、堅持「一國兩制」及擁護
香港基本法的反對派人士，應藉今次契機，重新思考定
位，考慮如何與中央建立良性互動的溝通常態，放下爭
拗，求同存異，以市民利益及社會和諧為依歸，解決本
港政治內耗空轉以及管治困局等問題，並加強與內地合
作，認識國家今天的發展，共同面對周邊城市及國家的
發展競爭。
民建聯也期望中央與各界人士往後有更多的交流及溝

通，並朝往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透過共識及互信，共
同為國家及香港的未來謀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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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立法會議員落區可
拉近和市民的距離，但如果連自
己去咗邊都搞錯，就真係「堅離
地」。
網民「霍由佳」昨日就在

facebook 上發帖，踢爆立法會
議員朱凱廸明明落區葵芳地
鐵站對出，但其助理卻打卡
寫成在荃灣大河道，直言︰
「 你 啲 助 理 點 × 樣 做 野
（嘢）嫁（㗎）？ 選新界西

都唔×熟路嘅！明明係葵芳
地鐵可以打咗去荃灣大河
道，左膠廸成班根本就係港
島離地×。」
網民「Chun Wai Lo」則留

言揶揄︰「我住過荃灣咁耐都
唔知大河道原來係咁樣。」朱
凱廸方面則在十多分鐘後悄悄
編輯帖文，改返當冇事。

■圖︰fb截圖
■文︰甘瑜

「左膠廸」又出醜 葵芳變荃灣

群貓會近日發帖稱，「有自稱土瓜
灣動物義工的人士（之前更曾冒

認是香港群貓會義工），叫三個『好
心執到貓』的路人，將五隻臍帶胎盤
未甩的血淋淋貓B帶到香港群貓會叫收
貓。當值者表明貓屋已滿並且沒有人
手照顧，勸喻他們先自行照顧（因為
至少有三個人），或另找更適合義工
幫忙。但三人即場發爛渣，仲話叫貓
會等住俾人唱。」

放門外離去被批偽善
據稱，該3人將貓BB放在該會門外
即離去。該會兩名女義工不忍貓BB凍
死街頭，分別從荃灣及鑽石山「飛
的」到土瓜灣接貓BB入屋，事後一名
疑似叫該3人到群貓會棄貓的白姓女子
打電話到該會，確認貓BB已被人接
走。該會質疑對方是借該會過橋，
「無知的人為了滿足自己的偽善，害
苦了5條生命。最賤是介紹他們找貓會
的所謂義工，自己不救之餘，還打來
要我們確認已收留貓BB，好讓她可以
邀功，以動物之苦成就自己的光環，
正一動物義工界中的敗類！」

5隻貓BB，最少4隻已經歸天。有人
揭發，涉事者為梁耀忠的議員助理白
詠恩，大批網民即要求梁耀忠公開交
代。「Kennis Ng」在梁的 fb發帖，
「你有位女助理是姓『白』的嗎？何
解經常冒認係某動物機構嘅義工？又
聲稱自己係動物義工？當有人向白小
姐求助，白小姐就要夾硬搵其他義工/
機構接手及幫忙？幫唔係問題，但人
家確實幫唔到，就要諉過於人，這是
什麼道理？」

百般狡辯 網民不收貨
梁耀忠回應稱，街工確實有一位女

職員姓白，「但並非直屬本人的助
理。」他稱當時有一位市民途經住所
附近的垃圾桶，發現垃圾桶內有五隻
小貓，於是聯同另外兩位市民一同將
小貓帶到一家動物機構，……但該機
構表示因沒有奶貓而拒絕接收，三位
市民因而和該機構的人員發生爭論。
及後，該三位市民將五隻小貓放於該
機構的門口前，並確認該機構的人員
帶走五隻小貓。」
他續稱，「該3位發現小貓的市民

未有直接向白小姐求助，因此白小
姐從未指示該3位市民向任何機構求
助。而在今次事件中，她只是擔當
傳話人，代為提出查詢。她雖然關
心動物議題，但在事件中從未冒認
任何動物機構的義工，亦未強逼任
何機構或人士提供協助。最後，白
小姐在事件中亦沒有表明自己是街
工的職員或本人的助理，僅以個人
身份傳話。」
不過，網民並不收貨。「Rain

Chiang」稱，「請梁議員正視該議員
助理冒認某動物機構義工一事，作
為一個民選議員，有必要為個人團
隊之成員行為負責！」「Jo Ng」則
指，「請梁議員正視你們街工職員
操守，別再慷他人之慨來為自己戴
光環！」「Fred Choi」稱，「有 d
（啲）咁冇誠信既（嘅）下屬，就
可見上司係點既（嘅）人，個組織
係咩性質，身為議員，就係街工既
（嘅）最高負責人，個組織有乜都
關你事，乜都係你揹飛，『並非本
人直屬』呢d（啲）推搪之詞唯獨係
你唔講得！」

&1&1���� 香港人的動保意識日漸增強，不少政黨及政團亦開始標榜他們愛護動

物。動保本無錯，但部分政黨及政團只是利用小動物上位，結果造成

「慘劇」。近日，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的議員助理，涉嫌冒充香港群

貓會的義工，將5隻臍帶胎盤未甩的貓BB帶到群貓會要求收貓，在當值者表明貓屋已滿

且沒有人手照顧時，即場發爛渣。群貓會質疑有人圖借貓BB邀功，「正一動物義工界中

的敗類！」不少網民要求梁耀忠交代，「有怎樣嘅助理，就有怎樣嘅議員，市民如何信

任呢？」 ■記者 羅旦

■街工立法會議員梁耀忠的議員助理，涉
嫌冒充香港群貓會的義工，將5隻臍帶胎
盤未甩的貓BB帶到群貓會要求收貓，在
當值者表明貓屋已滿且沒有人手照顧時，
即場發爛渣。 香港群貓會圖片

■梁耀忠。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