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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新春酒會致辭傳遞四點重要信息

張曉明在昨日的新春酒會致辭中，
深情地描述了「一國兩制」事業的奠
基人鄧小平先生對香港的眷戀和期
待。正如張曉明所說，可以告慰鄧公
的是，香港回歸祖國20年來，「一國
兩制」的實踐已取得舉世公認的成
功。

充分肯定港人應對挑戰維護穩定繁榮
經歷過回歸歷程的港人都會記得，香
港回歸曾一度引起移民潮，但「一國兩
制」的成功，令當年很多人的疑慮煙消
雲散。確實，在回歸之前，一些港人不
看好香港前景而移民外國，但在之後都
相繼回流香港發展。回歸20年的歷程
充分說明：「一國兩制」是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的「定海神針」，是廣大市民安

身立命的命脈。事實充分證明，美國
《財富》雜誌「香港已死」的預言完全
落空，香港不但沒有「死」，更成為與
紐約、倫敦比肩的「紐倫港」。回歸20
年後的香港，繁榮活力更勝往昔。香港
回歸20年所取得的種種成就，就是當
年對「一國兩制」存在偏見的西方媒
體，都紛紛修正了有關看法，承認「一
國兩制」令香港具有其他地區難以企及
的優勢。已故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就曾表
示，很羡慕香港緊靠中國內地的地理位
置，笑稱時刻都想新加坡和香港調換位
置。
無須諱言，最近幾年，香港社會出現

了一些亂象，不僅一些深層次矛盾凸
顯，甚至出現了違法「佔中」、旺角暴
亂等惡性事件，更有「港獨」勢力衝擊

香港的憲政秩序。從張曉明的講話中可
以看到，中央高度肯定香港特區政府和
社會各界穩妥應對各種挑戰，處置得
當，維護了香港社會大局的穩定和香港
經濟的繁榮發展。

充分肯定港人反「港獨」展示正能量
近年「港獨」肆虐，由僅僅作為一種

言論出現在各種報章刊物上，到出現以
推動「港獨」為「政綱」的政治組織，
再到有「港獨」分子成為立法會候任議
員。如果放任「港獨」歪風，不僅危害
國家主權、安全，更衝擊香港的繁榮穩
定。
張曉明今次講話並沒有過往那樣強調

中央反「港獨」的原則底線，而是高度
肯定廣大市民在去年反「港獨」鬥爭

中，「明辨是非，挺身而出，齊聲認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釋法，堅決支持特
區政府和司法機關依法取消『港獨』分
子的議員資格。那些匯聚民意的百萬簽
名、響徹全城的強烈聲討和特區法院的
清晰判決，都展示了激濁揚清的正能
量，彰顯了邪不壓正的真公義。」張曉
明的這個講話，表達了中央對港人維護
「一國兩制」的讚譽和信任。

中央確立「習核心」對香港同樣意義重大
六中全會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引起外界廣泛關注。
張曉明特別闡釋了中央確立「習核
心」，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至關重
要。其實，六中全會正式提出「習核
心」，對於推進香港「一國兩制」偉大
事業深入發展，同樣意義重大。
據不完全統計，十八大以來，以習

近平為核心的中央涉港澳論述超過30
次，特別是將對港澳各項方針政策的
根本宗旨，由傳統的突出強調「保持
長期繁榮穩定」，調整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並重，強調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
動搖、不走樣、不變形」。習近平將

港澳繁榮穩定與民族
復興重大戰略目標有
機結合，豐富完善了
國家治理觀，對推進
港澳「一國兩制」偉
大事業深入發展，影
響深遠。張曉明通過
新春酒會致辭讓香港社會進一步了解
中央確立「習核心」的重要意義，確
實很有必要。

寄望新一屆特區政府政通人和穩中有進
新的一年既是回歸祖國20周年，也

是特區政府換屆之年，香港的發展將
進入新階段、迎來新機遇。記得張德
江委員長去年中來港視察，在談到對
「一國兩制」和香港問題的看法時，
特別講了勿忘初心。張曉明在講話中
寄望港人不忘初心，始終牢記「一國
兩制」的宗旨，努力實現政通人和，
穩中有進，增添正能量，提升和諧
度。這不單是對香港前途的祝願，也
是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期許。香港社
會各界需要更有責任感，為香港、為
國家多一些擔當，為實現港人的夢想
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
的貢獻！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中聯辦2017年新春酒會的致辭，傳遞了四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高度肯定香

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穩妥應對各種挑戰，處置得當，維護了香港社會大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發展；

二是充分肯定廣大市民在反「港獨」鬥爭中明辨是非，展示了激濁揚清的正能量，表達了中央對港人維

護「一國兩制」的讚譽和信任；三是闡釋了中央正式確立「習核心」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乃至推進

香港「一國兩制」偉大事業的重要意義；四是針對特區政府將完成換屆，寄望港人不忘初心，始終牢

記「一國兩制」的宗旨，為香港、為國家多一些擔當，努力實現政通人和，穩中有進，增添正能量，

提升和諧度。這不單是對香港前途的祝願，也是對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期許，值得高度重視。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任競選團隊顧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前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日宣佈參選特首。他以「信
任」、「團結」、「希望」作為參選信念，
稱現時非友即敵、非黑即白的風氣令社會撕
裂，提出下屆特區政府要「休養生息」贏回
社會信任，並指「一國兩制」令香港可以更
好。不過，對於重啟政改、對人大「8．31」
決定的立場，他稱「8．31」「不是我們的立
場，是在內地帶進來的」，而貿然重啟政改
是「不負責任」。
在辭職獲批三天後，曾俊華昨日舉行記
者會，宣佈參選特首，獲太太曾黃蓮華、兒
子曾雕龍及多名曾由他任教的喇沙書院劍擊
隊成員出席支持。其競選團隊也有多人現
身，包括出任競選辦主任的前公務員事務局
常任秘書長黎高穎怡、前食衛局常秘李淑儀
及多名前官員，但就未見有政商界名人到
場。
曾俊華在參選宣言中提到，自己在1982
年移民潮期間舉家回流香港，而30多年後
移民又成為香港的「話題」，自己覺得非常
難過，思考為何有人會想移民、自己可以做
些什麼，故懷着「最嚴肅、最謙卑」的心
情，帶着比當年回港更大的決心宣佈參選，
「因為，我真是不希望再聽到有人說要移
民。」

批「港獨」是非不分辱港人
他以自己早年移民美國的經歷，強調要
重視中國人的身份，「我自小習武，都『幾
打得』，但你們可能不知道，當年在美國，
我曾經因為有人在我面前侮辱中國人，而跟
人打架」，又指「貢獻自己、服務同胞、報
效祖國」一直是其作為公僕的信念，而港人
在國家遇上困難時從不缺席，「愛國愛港」

不是一句空話。
曾俊華批評「港獨」分子是非不分、否
定歷史、侮辱港人感情，根本不曉得香港是
什麼，強調中國從來就是港人身份認同的核
心，「我相信香港可以更好，正是因為『一
國兩制』這個偉大構思。」
他以「信任」、「團結」、「希望」作
為參選三大信念，稱非友即敵、非黑即白是
阻礙香港發展的負能量，不單阻礙特區政府
施政，使有益民生的政策不能夠落實，更使
整個社會彌漫着怨氣和怒火，認為現時最急
切是要建立信任、團結社會、重燃希望。

讚特首房策「斷症」準
曾俊華又認為，特首梁振英在房屋問題
的斷症及政策大方向是對的，表明會繼續造
地、繼續起樓，會在通盤權衡過所有條件和
局限後，探討填海造地和社區重建的各種方
案。
不過，他之後被問到有何短中期措施控
制樓價、會否繼續「辣招」時，僅稱金融海
嘯後的低息環境令樓價高企，治本方式是要
增加供應，短期內未必解決得到樓價高企的
問題，會盡力在資助房屋方面做得更多。

被問到會否爭取「民主派」選委提名，他
說希望得到不同政治光譜的人支持，不只要
尋求「民主派」支持，也要尋求建制派支
持，但未有回應會否擔心因此得不到中央信

任。反對派表明要撤回人大「8．31」決定，
對於個人對「8．31」立場，他稱「8．31」
「不是我們的立場，是在內地帶進來的」，
而貿然重啟政改是「不負責任」。

范太：全力解難唔會「側側膊」
范徐麗泰昨日在出席中聯辦新春酒會時表示，

「我是支持林鄭月娥的，林太找我做顧問，她說
是資深顧問，我已答應她，如果她有需要我的提
名票，我想我不會拒絕的。」
她認為，香港的社會意見紛紜，但社會是包容

的，在關鍵性時刻，相信林鄭月娥是適當人選，
亦覺得她是有能力及有意志力的，所以支持她，

「第一，她是一個工作很投入的人，以及很有能
力，即有力，另外一方面，她亦對香港很有心
的，她是盡其能力去面對一些困難的問題，她亦
不會因為該件事困難就『側側膊』地走，她不會
的，她會去面對。」

盧文端：符標準富經驗有擔當
盧文端則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明確闡
述了中央對特首人選的四個標準，包括愛國愛

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林鄭月
娥在特區政府服務香港市民36年，從政及行政經
驗豐富，多年來盡忠職守，以往也處理過不少具
爭議的政治社會事件，充分展示出有擔當、敢作
為的魄力和才能，令外界形容她「好打得」，這
正是表明她處事能幹，又高度負責任，確實是合
適和理想的特首人選。
他續說，林鄭月娥願意辭職參選特首，對香港
社會來說是好事。相信她有能力廣泛凝聚社會各
界，開創建設香港的新局面，並期望透過自身在
建制派及社團的影響力，為林鄭月娥爭取更多選
票，又開玩笑說：「我加上兒子盧金榮，以及女
婿吳永嘉，應可拉到三票。」
有傳將加入林鄭月娥競選團隊的全國政協委

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席陳清霞昨日
未有正面回應。她讚揚林鄭月娥處事能力非常
強、勇於擔當、做事果斷、具領導能力：「我
之前都有鼓勵過她（林鄭月娥）參選的，如果
可以用不同身份協助她的話，我都絕對願意
的。」
另外，立法會前秘書長吳文華，據悉將出任林

鄭月娥的競選辦經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隨着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此前宣佈參選，前財政司司長曾

俊華昨日亦宣佈參選，令特首選

戰形勢漸見明朗。全國人大常委

范徐麗泰表明支持林鄭月娥參

選，並讚揚對方有能力、很有

心，不會因為困難而「側側

膊」，而她已答應出任對方的競

選辦顧問。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理事長、全國政協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亦指，林鄭

月娥處事能幹，又高度負責任，

是合適和理想的特首人選。他將

以個人身份出任林鄭月娥競選團

隊的高級顧問。

曾俊華答記者質疑
問：對人大「8．31」決定的立場如
何？

答：「8．31」不是我們的立場，是在內
地帶進來的，這是我們要處理的，如
果政治環境沒有改變，貿貿然推動這
件事（政改）是不負責任，沒有適當環
境是不值得去做。

問：為何等那麼久才宣佈參選？
答：星期一（中央）才接受我的辭
職，我是一個很守規矩、很有紀律的
人，很清楚知道如果我仍是政府官
員，我是不應該做一些不是政府官員
應該做的事，所以星期一批准我的請
辭，我們已經馬上做準備，今日也只
是星期四。

問：怎看請辭逾月才獲中央批准？
答：我不知道中央有什麼考慮，但可
能是我財政司司長的工作有什麼人代
替，在這方面有比較複雜的決定，所
以需要多些時間，……我絕對相信中
央在香港想要一個公開、公平、公正
的選舉，我一點也不會懷疑。

問：會否爭取「民主派」選委提名？

答：我希望得到不同政治光譜的人支
持，不只要尋求「民主派」支持，也
要尋求建制派支持，顯示我是適合做
特首的人選。

問：未完成財政預算案就辭職，是否
不負責任？
答：預算案是全年的工作，每年5月
預算案獲立法會通過後，就要開始下
一份預算案的工作，10月大部分工
作已準備好，……從12月（辭職）到2
月（發表）的10星期時間，足夠可以
寫一些感人的文字，我是特別選擇在
這個時間離開。

問：倘當選會否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
答：立法是憲制責任，我們要做好
它，我知道爭議非常大，政府的角色
是要盡量解釋，要創造適合的社會氣
氛才可推動。

問：曾入院接受心臟手術，現在身體
狀況如何？

答：很多人問我心臟是否受得了，我說
最好打一場架，你就知道我心臟是好得
怎樣。

資料來源：曾俊華答記者問 整理：朱朗文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發表聲
明，歡迎曾俊華參選，但較他此前
就林鄭月娥參選發表的聲明少了

「支持」兩個字。唐英年聲明指：「對於前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宣佈，正式參選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常委唐
英年表示歡迎。」他重申，鼓勵及支持所有有能力、
有志向者參選，亦指下屆特首和特區政府須肩負起多
項重要任務，包括團結社會、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
不過，相比他在就林鄭月娥參選的聲明指：「對於

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佈，正式參選行政長官，全
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歡迎及支持」，是次聲明少了
「支持」兩字。 ■記者 朱朗文

唐唐歡迎 少了「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
曾俊華昨日宣佈參選特首，已宣佈
參選的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
表示歡迎，期望有一場君子之爭的
選舉，相信選委會有獨立思考，看
參選人的政綱及理念作決定。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中聯辦酒會

後表示，歡迎曾俊華參選，認為對
方的公佈令特首選舉更加明朗，期
望有一場公平、公正的君子之爭。
她不會評論其他參選人，各人的表
現應由市民評價，並相信選委及市
民會看參選人的政綱及施政理念，
獨立思考後作出最終的決定。
參選人之一、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也歡迎曾俊華參選。她指自己歡
迎有競爭的選舉，期望各參選人透
過向社會闡釋政綱及施政理念，讓
香港有公平、公開、公正的特首選
舉。
曾俊華昨日稱人大「8．31」決

定「不是我們的立場，是在內地帶
進來的」，但葉劉淑儀昨晚與民主
黨會面時，就強調現行選舉制度確
有不足之處，但「8．31」不能推
翻或撤回。
另一參選人、退休法官胡國興就
在facebook上載短片，批評曾俊華
「hea夠喇」，認為他的政改立場
「太軟弱」，稱下屆特區政府要重
啟政改修補社會撕裂。

樂見前財爺參選
林鄭盼君子之爭

曾俊華昨日宣佈參選，看似早有
準備，在回應各種傳聞時侃侃而
談，但回答政治問題似乎還要多下

功夫，特別是在人大「8．31」決定方面。
曾俊華在參與宣言中稱「不想再聽到有人說要移民」，有

傳媒先問他「港人想移民」與現屆特區政府施政有多大關
係，再問他會否及如何向中央爭取撤回「8．31」、如何游
說反對派支持政改。聽罷，他就問題前半部分滔滔不
絕，稱社會撕裂最主要原因是「對政府不信任」，下屆特區
政府主要工作是「休養生息」，贏回社會信任，但對「8．31」
隻字不提。要來的始終會來。傳出要爭取反對派選委提名
「入閘」的他，被傳媒要求表明對被反對派視為眼中釘的
「8．31」立場。當時有份宣傳政改的他，竟稱「8．31」
「不是我們的立場，是在內地帶進來的」。
在「一國兩制」下，中央在香港的政制發展上有「話

事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具權威性，特區政府必
須跟從，而特區政府當時搬出的政改方案，正正就是依
照「8．31」決定而制訂的。在政改期間任特區政府第三
把交椅的曾俊華，怎能夠說「8．31」「不是我們的立
場」？豈不否定中央的權力？不時被指「hea做」的他，昨
日是否「hea答」不得而知，但相信他往後再也不能在大是
大非的問題上「hea」了。 ■記者 陳庭佳

「8．31」須堅定 豈能「hea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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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讚林鄭解難唔會「側側膊」。■林鄭期望與曾俊華有一場君子之爭的選舉。

■曾俊華
昨日宣佈
參 選 特
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