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生悔投游梁 批邪誓行為幼稚

各界撐CY當政協
斥反對派無理取鬧

反對派26名議員昨日舉行記者會，宣稱
他們會去信俞正聲，反對梁振英出任

全國政協副主席。「專業議政」議員梁繼昌
聲言，政協副主席和特首兩個都是非常吃重
的職位，倘梁振英同一時間兼任，或會出現
「角色衝突」，又稱立法會及廉政公署正調
查UGL事件，一旦梁「被起訴」甚至入
獄，將會令中央「非常尷尬」。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則稱，政協副主席除是

梁振英不獲連任特首的「安慰獎」，更有可
能是「避開廉署起訴」的「護身符」。公民
黨黨魁楊岳橋更聲言，梁振英有關UGL事
件的問題未解決，中央就不應「帶病提
拔」，否則就違中央的「打貪精神」，向社
會發出「錯誤信息」，立下「壞榜樣」云

云。

劉漢銓：梁當政協對港好處極大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
稱，梁振英一直堅定愛國愛港，在處理「佔
中」、「港獨」等議題時均表現出色，倘對
方能夠擔任政協副主席，相信能繼續為香港
出力，讓香港更有效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為
國家和香港帶來極大的好處。

余國春：反對派不應無理反對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

國春表示，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
的一個行政區，梁振英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行
政長官，若他出任政協副主席，反映國家希

望他在國家層面上繼續為香港、為國家作出
貢獻，推動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
他強調，中央作出的任何決定都是經過仔

細協商的，反對派不應以各種無理指控作出
無理反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席王

庭聰直指，反對派實在多此一舉。他強調，
梁振英熟悉香港政府和市民需要，4年半在
經濟、扶貧、基層服務等方面貢獻良多，倘
對方能出任政協副主席，晉升到國家層面為
港人服務，將能向中央反映更多關於香港未
來發展的意見，繼而為香港市民爭取更大的
利益，將是港人的福氣。

陳清霞：梁續服務兩地是好事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主席陳清霞表示，在「一國」和「兩制」
下，梁振英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長官，他
帶領特區政府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根本利益，
堅決依法遏制「港獨」和其他非法暴力活
動，及積極推動香港參與國家「一帶一路」
及「十三五」規劃帶來的難得機遇，倘若梁
振英能夠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未來將更好
繼續服務國家、服務香港，這是好事。

張學修批去信純為一己私利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張學修表示，反對派議員聯署去信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的行為純屬政治打壓，這種做法純為

一己之利以及宣洩對梁振英的不滿情緒。
他表示，梁振英任內為香港社會盡心盡

力，在土地房屋、安老扶貧、創新科技等方面
貢獻良多，成績有目共睹。在「一國兩制」
下，中央委任梁振英出任政協副主席，是希望
讓他繼續為香港、為國家發展貢獻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

葉順興指，梁振英過往4年半為香港作出了
很大貢獻，在經濟、民生、房屋、安老等方
面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反對「港獨」更是立
場鮮明，維護國家安全。
倘若他能夠出任政協副主席，她寄予大力

支持同時希望他在國家層面，多就香港如何
配合「一帶一路」等國家政策提出意見，進
一步推動香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學修、李

摯、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

日前獲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有望

更上一層樓，出任全國政協副主

席。反對派26名立法會議員昨日表

示，會去信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

反對梁振英出任副主席，稱在「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下，一人

身兼政協副主席及特首兩職會有

「角色衝突」云云。香港社會各界

昨日批評反對派無理取鬧，並強調

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

一個行政區，在「一國」和「兩

制」下，梁振英是中央政府任命的

特區行政長官，需要向中央負責，

倘擔任政協副主席，將進一步站在

國家層面上推動香港進一步發展，

何來「角色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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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梁國雄在
反對派百般打壓
之下，最終黯然

退選，另一邊廂本來形勢惡劣的胡國興，在
最後時刻得到反對派選委「民主300+」和
公民黨的「配票」，也成功「入閘」，胡國
興更指這是參選以來「最高興的一天」。
對於胡國興的參選與「入閘」，反對派一
直以來都是反應兩極，可以分為「截胡派」
與「撐胡派」。「截胡派」指胡國興參選會
拉散反對派的選委票，影響其「造王」能
力，更會拖低曾俊華的民望云云。

至於「撐胡派」則認為，胡國興不論背景
以及政綱，都與他們相近，如果他們為了
「造王」而「選曾棄胡」，將很難向支持者
交代，尤其是有「大狀黨」之稱的公民黨更
難向支持者解釋，為什麼不支持一個立場屬
反對派的胡國興法官，而支持一個政綱底線
可以不時改變的參選人。
本來，黨內有黨，派內有派，不是什麼奇

事。但自稱「民主」的反對派，對於胡國興
參選的立場卻充分凸顯其「反民主」的本
質。主流反對派即「截胡派」已經鐵了心要
支持曾俊華，就是「造王」不成也要搞出一

場流選，總之就是要破壞特首選舉。所
以，他們絕不容許在反對派內有其他聲音
及選擇。長毛是他們多年的「盟友」，所
謂「公民提名」也是主流反對派一直主張
的，但長毛發動「公民提名」爭取選特首
時，隨即遭到反對派的全力打擊，反對派
的評論員每日冷嘲熱諷，《蘋果日報》幾
乎沒有長毛的報道，有反對派大佬更恐嚇
指如果長毛攪局壞了大事，下屆絕不可能
保住議席云云。結果長毛退出了，他始終
是一個投機主義者，既然無水可抽，不如
及早離去。

長毛走了，但胡國興卻成功「入閘」，令
到主流反對派大發雷霆，一方面遷怒公民黨
及部分「民主300+」選委，指他們沒有大
局觀；另一方面則展開對胡國興的攻擊及抹
黑，有反對派網媒更拿胡的兒子任內地市政
協委員來大做文章，總之就是要將胡國興打
為「鎅」曾俊華票者，是有「不可告人目
的」。然而，「截胡派」這種說法完全是捕
風捉影。胡國興參選開宗明義就是要針對梁
振英，其立場、定位、政綱都是反對派的一
員，但「截胡派」為了「造王」，為了統一
投票，竟然要將胡國興「抹紅」，不斷放暗
箭，請問這是什麼樣的民主精神？是什麼的
民主胸襟？
「截胡派」的攻擊，連余若薇也看不過

眼，日前撰文狠批「同路人」，「有人質疑
胡國興的參選動機，揣測是否有背後力量指

使他『鎅』曾俊華的票。這類誅心論經常
有，惟望香港人理性思考，指控要基於證
據。」而提出這些「誅心論」正正是余若薇
的「戰友」，包括民主黨大佬、各路親反對
派評論員等。當然，「撐胡派」也有自己的
盤算，他們走的是激進路線，支持曾俊華必
定會遭到激進派支持者的攻擊，與其兩面不
是人，不如支持胡國興較好，至於胡國興是
否有能力出任特首，這並非「撐胡派」考慮
的地方。
這場特首選舉是一面照妖鏡，不但照出一

些所謂建制派人士，其支持基礎竟然來自反
對派，其政治可靠也就可想而知，更照出高
喊「民主」、「公義」的反對派人士，在政
治利益面前可以不斷出賣底線，黨同伐異，
打壓異見，大搞一言堂，其不堪面目表露無
遺。

「截胡派」與「撐胡派」之爭盡顯反對派不堪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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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更上層樓」顯示中央堅定落實「一國兩制」

任政協副主席與擔任特首無衝突
反對派聲稱，特首在任時便出任政協

副主席職務沒有先例，給外界造成衝擊
「一國兩制」的印象，「如果同時兼任
國家領導人，會有利益衝突，有可能影
響兩地政策或措施，不適合擔任國家領
導人。」這種說法，如果不是對基本法
存有誤解，就是刻意曲解，漠視特首在
「一國兩制」的憲制角色。
基本法清楚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具有雙重身份，既是香港特區政
府的首長，也是香港特區的首長，同時
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
責。作為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
長」，行政長官是香港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
人。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和工作任
務，需要通過行政長官帶領香港各界人
士來貫徹落實。梁振英任政協副主席，
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憲制安排，即同
時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
責。梁振英任政協副主席，不但與擔任
特首職務沒有衝突，而且更加有利於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
法。反對派所謂讓國家領導人兼任特區
行政長官嚴重違反「一國兩制」，暴露
反對派對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無知。
梁振英晉升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

政協常委陳永棋曾表示，反映中央認同
梁振英處理「佔中」和遏止「港獨」的
成績，梁振英處理「佔中」做出很多成

績，亦盡他的力量將「港獨」勢力壓下
去，這是值得表揚的。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事實上，2012年梁振英上任後面臨
的是極其兇險的政治環境，反對派發起
一波又一波對抗行動，他總能沉着冷靜
應對，在應對「佔中」事件、依法打擊
和遏制「港獨」等重大政治問題上，梁
振英態度鮮明，敢於擔當，表現出堅定
的愛國愛港立場和駕馭複雜局勢的能
力，這是作為「一國兩制」下香港特首
最重要、最可貴的特質。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主席在北
京亞太經合會議期間會見香港特首梁振
英時，就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

臣」的詩句，來表達充分信任和支持梁
振英，高度讚揚梁振英在應對「佔中」
的關鍵時刻信得過、靠得住。
去年立法會宣誓風波，梁游公然辱國

播「獨」，梁振英果斷訴諸法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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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去年12月23日最後一次向習近

平主席述職，習近平主席高度評價梁振
英，「在遏制『港獨』，依法處置街頭暴
力活動等重大問題上嚴格按照基本法，全
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和特區法律辦事，維護
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了香
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中央安排梁振英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的職務，體現了中央充分肯定梁振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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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中央落實「一國兩制」和反對「港
獨」的堅定決心。這也是提醒香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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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對港政策
一以貫之
梁振英出任全國政

協副主席，也顯示了
中央對港政策一以貫之，不存在所謂兩
條路線，中央不會作無原則、無底線的
妥協。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央對貫徹
「一國兩制」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
搖，但同時要確保「一國兩制」的實踐
不走樣、不變形。
目前正值特首選舉，梁振英因為家庭

理由不競逐連任，本港有人趁機炒作
「中央換人換路線」的流言蜚語。中央
對梁振英的信任和肯定，就是以事實證
明，中央對港政策並無改變，中央不會
為了反對派口中的「消除矛盾、促進和
諧」而放棄原則立場，令「一國兩制」
實踐走樣變形。未來不論誰當特首，都
要嚴格按照基本法和特區法律辦事，必
須毫不動搖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聯署去信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反對特首梁振英出任政協副主席。 特首是香港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梁振英任政協副主席，完全符合「一國兩

制」憲制安排，不但與擔任特首職務沒有衝突，而且更加有利於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

基本法。梁振英出任政協副主席，顯示中央對他堅持「一國兩制」、反「港獨」的充分肯定，以及

中央對港政策、落實「一國兩制」一以貫之，不存在所謂「兩條路線」。

龍子明 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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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症雙邪」游蕙禎
及梁頌恆上訴案仍在處

理中，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學生實習刊物
《大學線月刊》近日訪問了多名在選舉中
投票予兩人的大學生，他們均稱對曾投票
予兩人感到後悔。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梁游
兩人在宣誓一事上缺乏政治智慧，觸及中
央底線，「這些形式化抗爭根本沒有必
要。」部分人則稱，兩人宣誓時的行為
「沒錯」，惟梁頌恆及後以「鴨脷洲口
音」辯解，「說辭幼稚，令人難以信
服。」

《大學線月刊》刊出題為《梁游選民亦
悔亦盼 期待下一個梁天琦》的報道，其
中邀請15名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票予梁游的
大學生，分別進行4個焦點小組訪談。在
投選梁頌恆的受訪者中，有人指投梁頌恆
並非因信任他本人，而是相信「本土民主
前線」梁天琦的推薦。在投予游蕙禎的選
民中，逾半受訪者更稱若能重新選擇，將
毫不猶疑投票給同區候選人黃毓民，主要
因其「行動力」和發言質素都更勝一籌。

斥「挖洞自跳」背棄選民

在評價到「宣誓風波」時，學生阮智聰
說：「本來希望他們在議會中拉倒法案，
怎料卻拉倒了自己。」另一學生楊芷彤則
認為，兩人不但背棄了選民的期望，亦令
激進「本土派」形象變得負面，日後更難
向市民宣揚其政治理念，是在「挖洞給自
己跳」：「而我就看着自己和社會的希望
掉進無底深淵。」湯中杰就質疑，兩人應
待正式成為議員後才做：「有人還說這是
零成本『玩嘢』，成本就是兩個議席。」
在所謂「重整路線」的問題上，部分人

提議多關注社福及民生議題，提升知名度
及親和力，但也有人主張繼續走「勇武路
線」，「抗爭不能只靠靜坐，也需要有人
犧牲。」不過，大多數受訪者都對激進

「本土派」的未來沒有信心，部分則認為
激進「本土派」正稍作休息及重整路線，
並期待他們的「下一步」。

梁頌恆：倘敗訴不會參加補選
梁頌恆在接受該月刊訪問時承認，宣誓

後因司法程序而未能回應得「盡善盡
美」，又稱當時沒料到要面對司法覆核的
結果，故難談有否後悔。
他更隨即自認「左膠」稱，自己當時只

是跟着「前人」如梁國雄、黃毓民等自行
改變誓詞，表達其政治立場，料不到今日
不容許他故伎重施，並稱倘上訴至特區終
審法院都失敗，他不會參與補選或助選。

■記者 羅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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