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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特首出任全國政協職務具有特殊意義

行政長官梁振英獲增補為全國政協委
員，出任全國政協職務，有四方面的意
義值得重視。

中央重視香港 高度肯定梁特首
第一，說明中央對香港特別重視。
香港社會對於梁特首出任全國政協職
務，普遍給予積極評價，不僅肯定梁振
英有機會擔任政協副主席，可以提升特
區的地位，而且認為多一個來自香港的
國家領導人幫港人發聲，服務香港，為
香港出力，是一件大好事。事實上，梁
特首出任全國政協職務，是為了更好地
發揮香港的作用，說明中央對香港的特
別重視。

第二，體現了中央對梁特首五年來堅
定立場、辛勞工作的充分肯定。
中央對於梁振英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

的工作一直給予充分肯定，尤其是其對
違法「佔中」事件和「港獨」分子梁游
宣誓鬧劇的處置更是高度評價。違法
「佔中」行動是一個較長時間的大規模
動亂，既是挑戰特區政府，也是挑戰中
央，對香港社會的法治秩序和穩定繁榮
造成嚴重衝擊。梁振英領導特區政府及
警隊最後妥善處理違法「佔中」，以和
平清場結束。習近平主席以「疾風知勁
草，板蕩識忠臣」，高度評價高度肯定
梁振英的出色表現。
一段時間以來，「港獨」猖獗之風日

甚一日，正是梁振英以特首的身份在前
年的施政報告中，帶頭發起反「港獨」
的攻勢。去年立法會選舉完後，梁游二
人在莊嚴的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公
然宣揚「港獨」，粗口侮辱國家和民
族，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底線。面對
梁游獲准安排重新宣誓就職成為正式議
員的嚴峻形勢，梁特首毅然決然將梁游
宣誓事件訴諸法庭，為阻止「港獨」分
子進入立法會乃至隨後的人大釋法和高
院取消梁游議員資格的判決創造了條
件，切實維護了國家統一和香港社會的
政治穩定。中央安排梁特首出任全國政
協的職務，體現了中央充分肯定梁特首
五年來的工作尤其是反「佔中」、反

「港獨」方面的堅定立場和重要貢獻。

體現中央落實「一國兩制」
反「港獨」决心

第三，體現了中央對落實「一國兩
制」和反對「港獨」的堅定决心。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出席APEC

會議會見梁特首時，明確提出反「港
獨」的工作要求。過去，中央領導人對
香港提出工作要求時，主要是圍繞「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促進和
諧」。習主席這次直接提出「堅決維護
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工作
要求，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
確保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核心

利益，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習近平
要求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
走樣、不變形，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
進，就包括要守住「一國兩制」底線。
「港獨」不僅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更
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帶給香港社會的
只會是災難，是香港社會的毒瘤。中央
不僅強調「一國兩制」底下沒有「港
獨」的空間，而且要求行政長官「堅決
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
中央在國家層面對在反「佔中」、反
「港獨」中作出重要貢獻的梁振英作出

特殊安排，進一步體現
了中央對落實「一國兩
制」和反對「港獨」的
堅定决心。

特首參選人堅守
原則才能得到中

央信任
第四，提醒香港社會，特首參選人只

有在涉及「一國兩制」的大是大非問題
上堅守原則，才能得到中央的充分信
任。
正在進行的特首選舉，參選人能否得

到中央信任，是香港社會的一個重要關
注點。梁振英具有「堅決維護國家統
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堅強意志，
在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原則問題上立
場堅定，愛國愛港態度清晰，所以得
到中央的充分信任。中央在國家層面
對梁振英作出特殊安排，也是提醒香
港社會，特首參選人須堅持「一國兩
制」、反「港獨」，才有可能得到中央
的信任；如果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躲躲
閃閃，態度曖昧，甚至以接受反對人大
「8．31」決定和拒為基本法第23條立
法作為與反對派「換票」的交易條件，
就不可能得到中央的信任。

全國政協常委會開會討論增補行政長官梁振英為全國政協委員一事，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和

討論。有報道和分析認為，梁振英將會在下月兩會期間獲增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本人綜合在北京

開會得到的信息，感到梁特首出任全國政協的職務，具有不同尋常的特殊意義：一是說明中央對香

港特別重視；二是更加體現了中央對梁特首五年來堅定立場和辛勞工作的充分肯定；三是體現了中

央落實「一國兩制」和反對「港獨」的堅定决心；四是提醒香港社會，特首參選人只有在涉及「一

國兩制」、反「港獨」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堅守原則，才能得到中央的充分信任，如果在原則問題上

躲躲閃閃，態度曖昧，甚至以接受反對人大「8．31」決定和拒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作為與反對派

「換票」的交易條件，就不可能得到中央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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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棋哥：CY若「更上層樓」
證清「佔」遏「獨」有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一年一度的全國「兩
會」3月初即將在京召開。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會長
林淑儀昨日表示，工聯會兩
位全國人大代表及兩位全國
政協委員將赴京參會，屆時
會以港區代表委員身份反映
港人關心的問題，藉此做好
溝通香港與內地、反映民
意、為民解困的工作。
她透露，工聯會4位代表

委員將提出三大提案，包括
建議在落馬洲河套區創新及
科技園區發展中藥港和食安檢測中心；建議
檢討單程證審批制度，強化資格審查機制；
兩地政府互認結婚證、出世紙及死亡證等證
明文書。
林淑儀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三項提案

中，在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中發展「中藥港」和食物安全檢測中心，為
工聯會多年爭取的項目，既然特區政府與深
圳市於今年1月初，簽訂合作備忘錄，落實
在落馬洲河套區發展，應該把握兩地優勢，
以高新科技發展「中藥港」和「食物安全檢
測中心」。

建議強化單程證資格審查
她又指，香港回歸至今已20年，但兩地

部門簽發的結婚證書、出世紙及死亡證等
文件，仍未有任何互認安排，令經常往返
兩地的市民，需要重複申領公證文件，造
成不少困擾及增加額外開支，故作出提
案，建議兩地政府設立互認證明文書安
排，產生便利民眾所需的作用。

至於強化單程證申請者入紙申請赴港定
居時的資格審查機制提案，林淑儀形容，這
主要是基於目前有部分申請人，在為家人申
請單程證時，因為一些突發事故，如入獄或
身故等，令有關申請即時終止，家庭成員無
法來港團聚。
工聯會認為，站在家庭團聚的原則下，

建議當申請者入紙申請一刻，一旦符合申請
條件，內地公安機構便須按既定程序批核，
不能終止。
另外，在反映社情民意方面，工聯會港

區代表委員提出兩項建議：一是建議內地公
安機關能夠改善電腦系統，使港人與內地人
一樣能夠連網，方便港人在異地繳納罰款及
扣分；二是建議內地出入境管理局公佈一套
適用於全國所有機場的轉機證件標準，方便
港人遵從，便利香港與內地交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
北表示，工聯會關心港人所需，會於「兩
會」如實反映香港情況，並就港人在內地遇
到的問題積極作出跟進。

工聯「兩會」倡兩地證書互認

■工聯會發表他們對兩會的提案。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將於下月遷入位於南區壽山村道的財政司司長官
邸，他早前被指以巨額公帑翻新官邸。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昨日傍晚發出聲明回應事
件，指出有關官邸是一座擁有約80年歷史的二級
歷史建築，上一次大型維修是在10年前進行，
「由於官邸不少建築和設施經年使用後有所破損，
故此相關部門根據既定程序，在前任司長遷出官邸
後，建議進行一些需要的修葺和修復工作。這些工
程均屬官邸保養維修的必需部分。」

茂波：下屆財爺唔使維修
對於早前有媒體指有關修葺費用高達200萬元，

聲明亦指出，根據現時預算，修葺官邸損耗的地方
及修復部分破舊設施的預算開支約83萬元，「當中
包括39萬元用作修復建築物和地台的耗損、4萬元
更換破損地毯、18萬元修復外牆油漆、16萬元更
換部分破舊傢具和裝置，以及約6萬元工程應急費
用。」
聲明又說，有關工程經已展開，預計將於下月
完成，並強調今次工程完成後，下屆政府財政司司
長上任時將毋須再次進行同類工程。
已辭任財政司司長一職去參選特首的曾俊華，
昨接受劉慧卿訪問時承認，自己在財政司司長官邸
住了「好一段日子」，認同官邸確實有些舊。

財爺官邸多年冇修
薯片都話「有啲舊」

常委會會議一連兩天在北京舉行，陳
永棋表示，昨天的會議主要討論增

補4名全國政協委員，其中包括梁振英、
中銀監前主席尚福林、商務部前部長高
虎城及發改委前主任徐紹史，今日下午
會進行表決。

劉漢銓：「多把口」幫港發聲
常委之一劉漢銓昨日開會前回應傳媒
提問表示，梁振英若被推選出任政協副
主席，對香港來說是好事，認為這是
「多個人多把口」，多了一位國家領導

人為香港發聲。
對於有人認為梁振英身兼行政長官及

政協副主席會有角色上的衝突、擔心內
地機構干預香港事務等，劉漢銓表明不
同意，並指出特首本來就是中央委任的
官員，須向中央負責，也沒有利益衝
突。

唐英年：政協與行政並無矛盾
另一常委唐英年被問及有關問題時亦

指，政協是協商民主組織，不是行政機
關的一部分，應無矛盾，再加上梁振英

已表示不競逐連任特首，身兼兩職幾個
月，相信問題不大。
唐英年又說，擔任政協副主席須具備

各方面條件，相信中央選擇由任何人出
任政協委員、常委或副主席，有其考慮
因素。
昨日列席會議的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

副主任盧文端也認為，若梁振英出任政
協副主席，可在更高層面為香港做事，
故認為是好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昨日在港表

示，特首梁振英同時出任政協委員沒有

角色衝突，有關安排屬正常增補。

鄭耀棠：正常增補顯中央信任
他又認為，相信國家對梁振英有絕對

的信任，增補政協委員後，絕對不排除
在政協選舉制度中成為政協副主席的可
能性。
另外，本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工聯會

會長林淑儀指，全國政協的增補機制很
正常，「有人退、有人出」，中央過往
亦多次表達認同梁振英的工作，包括在
民生、福利等的範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正在北京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的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表示，全國政協正討論增補行政長官梁振英為政協

委員。他又指，若特首梁振英最終「更上層樓」，成為全國政協副主

席，正反映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同時亦表揚梁振英在處理「佔中」的問

題上，做出了「很好成績」，更顯示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堅持及對

「港獨」的否定。陳永棋表示，下月13日全國政協會議將會表決「人

事事項」，但目前未收到政協副主席人選的相關文件，故暫未知詳情。 ■陳永棋 資料圖片 ■唐英年 資料圖片■劉漢銓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晚在facebook上出帖，指自己剛剛出席完香港廚
師隊祝捷晚宴，慶祝在過去一年在北京、台灣、
新加坡、阿聯酋、德國、荷蘭和希臘七個地方參
加不同廚藝比賽的香港隊贏得多面金章和冠軍。
梁振英在該文中表示，自己經常說，「不是每

一個青年人都希望或者適合打條領帶在中環上
班，香港行行出狀元，職業訓練局下面的中華廚
藝學院和經其他途徑訓練成功的廚師，在國際比
賽中屢獲殊榮，為香港爭光。」
他又說，看見香港的青年人，經過悉心培訓和

自己的刻苦用功，終於成材，覺得十分感動，同
時多謝中華廚藝學院和其他培訓機構為下一代的
成長所付出的努力。

特首賀廚師隊奪冠
盼港青行行出狀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七名
警員在非法「佔領」行動期間執勤時
因犯官非被判刑，其間亦有不少其他
警務人員和家屬受影響。由知名人士
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警察員
佐級協會創會會長譚惠珠組成的敬言
仁基金有限公司發出啟事，指已組成
籌募基金，由明日起接受市民捐款，
協助有關警務人員及其家屬，解決經
濟及生活需要等方面問題。
敬言仁基金董事會主席為陳亨利，
董事會成員除譚惠珠外，還包括甘博
文、梁智鴻和馬豪輝。基金董事會發
出啟事稱，他們是一群熱心社會事務
的香港人，推動此次籌款活動是純義
務工作性質，他們個人會負責敬言仁
基金的所有日常行政費用，絕無任何
個人得益。
基金的收入與運用將由獨立的香港
註冊會計師作全面審計並出具報告，

基金餘款將全數撥入香港警察福利基
金、警察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及警察教
育及福利信託基金，希望得到市民支
持。由明日起，基金提供以下三種方
法方便市民捐款：
(1) 如以支票捐款，抬頭人姓名「敬
言仁基金有限公司」，並將支票寄
往：香港銅鑼灣禮頓道77號禮頓中
心1120室，敬言仁基金有限公司收
(2) 如用銀行轉賬或直接存支票於
基金的銀行戶口，可註明戶口名稱：
敬言仁基金有限公司，中國銀行賬
號：012-737-0-011611-1
(3) 如用網上捐款，請前往：http:
//www.fringebacker.com/zh-tw/
projects/apo-relief-fund/
如捐款人需要收據，可留姓名及郵
寄地址。而根據香港稅務條例，捐款
將未能用於扣減香港利得稅或個人入
息稅之用。

敬言仁基金籌款助七警家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七
警案涉案7名警員經審訊被裁定襲
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成，繼上周其
中3人申請上訴後，律政司昨證實
再收到包括時任高級督察劉卓毅在
內的另外3名被告的上訴通知書，
現時只餘白榮斌尚未提出上訴。
昨日提出上訴的包括觀塘區反黑
組高級督察劉卓毅（29歲）、東九
龍總區刑事總部警員陳少丹（31

歲）、九龍城區刑事偵緝警員關嘉
豪（32歲）。
其中陳少丹因另涉一項普通襲擊

罪，判監1個月，與兩年刑罰同期
執行。
而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總

督察黃祖成（48歲）、觀塘區反黑
組警員劉興沛（38歲）、觀塘區反
黑組警員黃偉豪（36歲）早於2月
20日提出上訴。

七警已有六人提上訴

■CY昨出
席香港廚
師隊祝捷
夜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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