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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高度肯定 重視關愛香港
委員讚梁振英清「佔」反「獨」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 者 姚 嘉

華、鄭群 兩會報道）香港特首

梁振英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港

區全國政協委員均讚揚，梁振英

任內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在應對違法「佔

中」、反對「港獨」等重大問題

上，意志堅強、立場堅定、措施

堅決，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同時加強推動香港搭

上國家發展的「快車」，成績有

目共睹。他們並認為，梁振英當

選不但是對梁振英個人的高度肯

定，也反映了中央對香港的重視

和關愛，以及反映中央對維護

「一國兩制」和反對「港獨」的

決心。

梁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全
體非官守議員昨日祝賀特首梁振英當選為全國
政協副主席。
行政會議全體非官守議員指梁振英出任行政

長官期間，勇於承擔並竭力帶領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在推動香港與內
地的交流和合作以及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等
方面功不可沒。梁振英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是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重視的重要體
現。
行政會議全體非官守議員相信梁振英今後會

繼續為國家發展和進一步推動香港特別行政區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作出貢獻。

行會全體非官守議員致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目標通車日期將是明年第
三季，特首梁振英昨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匯報工作，指雙方對「一地兩
檢」都有共同意願，就是要讓高鐵發揮好經
濟和社會效益，期望可爭取按照法律做好
「一地兩檢」。

梁振英匯報未來施政重點
梁振英昨日在北京會見傳媒時表示，他向張

德江報告了自從上次之後香港施政的一般情況和
未來三四個月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也談到特區
政府在今年特首選舉中的角色，即根據香港的選
舉法例做好當日各方面的安排，令整個選舉能夠
按照民主程序、按照法例的要求順利完成。
他續說，自己亦向委員長反映希望在高鐵香

港站實施「一地兩檢」，以發揮高鐵最大的經
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他坦言，大家未有深入討
論，但中央及特區政府均有共同的意願，就是
期望「一地兩檢」可為高鐵發揮好經濟和社會
效益，「這一點大家可以在祖國內地看到高鐵
的威力。大家亦可以在外國，譬如日本、法國
這些有高鐵的國家體會到它的威力。所以我們
要發揮高鐵如此龐大的投資後的社會和經濟效
益，我們應該爭取做好『一地兩檢』，在九龍
站做好『一地兩檢』，同時要依法辦事，按照
法律做好『一地兩檢』。」

張德江會CY
同盼做好「一地兩檢」

■梁振英期望可爭取按照法律做好「一地兩
檢」，發揮高鐵效益。圖為高鐵香港西九龍站
地盤。 資料圖片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
譽主席林樹哲：
香港有兩位全國政協副主席，對香港
來說是好事，也反映了中央對香港的厚
愛，同時也是中央對梁特首過去幾年堅
持「一國兩制」，改善政治民生，堅決
反對「港獨」等工作的充分肯定，相信
他今後定能為國家及香港做出更多貢
獻。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
這反映中央對香港高度重視，對香港
來講當然是一件好事，多了國家領導人
為香港出力，讓中央多點機會聽港人意
見，關懷香港情況。中央充分肯定梁振
英在促進香港順利回歸，及擔任特首期
間妥善處理違法「佔中」、遏止「港
獨」的成績，期望梁振英就兩地經濟融
合、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發展等方面
反映港人意見。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譚錦球：
他為香港積極貢獻多年、做了不少實
事。我覺得梁振英做得非常好，特別是
在反「佔中」、反「港獨」、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他做了重大的貢獻。
梁振英出任政協副主席，有助促進兩
地的相互共贏，因為他既熟悉國情，也
了解香港情況，相信這是好的決定。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王國強：
實至名歸，可喜可賀。香港同時有兩

位全國政協副主席是中央對香港的重
視，同時亦是對梁振英過去工作的充分
肯定。相信他將來在政協副主席的工作
崗位上，為香港及國家發揮更大作用。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
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
梁特首由上世紀80年代初為香港的基

本法起草和香港回歸貢獻了自己青春，
幾十年來為國家為香港作出巨大貢獻，
不計較個人得失，犧牲家庭、實在令人
感動。他晉升政協副主席，相信能為國
家為香港做出更大貢獻，也體現了中央
對香港的重視，及中央對維護「一國兩
制」和反對「港獨」的決心。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

宗：
這說明了中央非常重視香港，也肯定

了梁振英過去的貢獻，而增加了一個
（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讓香港有更
多機會可以有人向中央反映意見。
全國政協委員、工聯會會長林淑儀：
他在任特首時作出了非常大的貢獻，中
央對他非常信任，特別是在過去幾年也在
香港應對了很多大型政治爭拗，特別是在
違法「佔中」也是處理得比較得當。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副主席張華

峰：
梁振英在處理違法「佔中」、推行香

港基本法及維護「一國兩制」上貢獻良

多，是次當選說明了中央肯定他過去的
功勞。梁振英既熟悉香港事務，也能配
合中央政策，相信他擔任全國政協副主
席是對香港絕對有幫助的。
全國政協委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

鋒：
梁振英出任特首以來，面對複雜的政

治環境以及反對派一波又一波的抗議行
動，在應對違法「佔中」、打擊「港
獨」等重大議題更立場堅定，勇於承
擔，獲得中央充分肯定和信任。
梁振英更上一層樓擔任政協副主席，有
助進一步加強中央與香港的聯繫，並在中
央層面反映香港人的聲音，實屬好事。期
望梁振英在制止「港獨」以及推動「一帶
一路」發展等議題上，能夠繼續建言獻
策，對國家及香港作出更大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會長李秀恒：
梁振英一直堅持愛國愛港、維護「一國

兩制」，說明了中央是對他高度讚賞、也
是民意所歸，期望中央未來也可讓更多港
人擔當政府工作，為國家作出貢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主席陳清霞：

是對他（梁振英）過去為香港所作出
的努力及成績的充分肯定，亦可讓他在
更高層次服務國家，進一步推進香港參
與國家「一帶一路」的重大戰略。
梁特首一直以來堅決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及根本利益，堅決捍衛基本法、堅
決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我對他非常
尊重及敬佩！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中華會主席江

胡葆琳：
梁振英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實至名

歸，5年來梁特首為捍衛基本法及「一國
兩制」，及對香港經濟發展，尤其是土
地、科技方面做出很大努力，當選是其
工作得到中央肯定。相信中央授予他最
高的榮譽，是表達對他的信任及期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

長鄧清河：
我作為港人非常高興，這是中央為

建制派打了一支強心針。
梁振英上任5年來實實在在為香港做

出了貢獻。相信他擔任政協副主席
後，將為香港與祖國內地起到更好的
橋樑作用，同時亦將為香港在「一帶
一路」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梁振英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均讚揚，梁振英在應對違法「佔中」、反對「港獨」等重大問題上，意志堅
強、立場堅定、措施堅決，維護了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成績有目共睹。 新華社

高票當選
振振
英英

政 協 副 主 席

眼見反對派支持的特首候選人鬍鬚曾（曾俊
華）選情告急，「造王」大計面臨破產，反對派
幕後老闆、金主肥佬黎 （黎智英）終於按捺不
住，不惜撕下「民主」遮羞布，跳上前台，出手
撰文為曾俊華護航肅敵，吹響要求「All In」（全
投）曾俊華的集結號，以「白色恐怖」威逼反對
派票源歸邊。黎智英操縱選舉從幕後跳到前台，
替曾俊華造勢吶喊，正是他們之間的共進退關
係，以及與背後的外部勢力關係的明證。

特首選舉進入關鍵階段，3位候選人全力以赴爭
取選委和市民的支持。林鄭月娥憑個人能力、對
政策的了解熟悉和創新政綱，展示自己對香港的
願景和擔當，得到越來越多選委和市民的認同和
肯定。相比之下，作為反對派代理人的曾俊華表
現疲弱，立場飄忽、沒有擔當、不熟情況等等弱
點不斷暴露；反而另一位在反對派支持下入閘的
候選人胡國興，憑個人風格對曾俊華構成越來越
大威脅，反對派撐曾俊華的「造王」大計極可能
「功敗垂成」。這種局面下，身為反對派最大金
主和共主的黎智英終於按捺不住，由幕後操弄走
到台前發號施令，親自撰文，為曾俊華「成王」
清除障礙。

黎智英及其旗下的報章，一向標榜捍衛民主人
權、言論自由。可如今，黎智英為達成「造王」
的政治目的，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更不允許有
表達個人看法的自由。黎智英不僅利用自己的報
章，憑空指控胡國興「𠝹票之心昭然若揭」，連
胡官的兒子、親屬擔任內地公職，也成為胡官
「𠝹票」罪名的「證據」；屬於激進反對派的韓
連山，因為支持「長毛」梁國雄參選，被黎智英

指為「內鬼」；黎智英連自己的報章也不放過，
指責報章評論版編輯「天真無邪」，把版面給予
韓連山發表似是而非的言論，是「胡說八道」；
戴耀廷搞「特首全民投票」，黎智英也擔心戴耀
廷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聲稱戴「好人做了壞事
也說不定」。總而言之，黎智英要的是唯我獨
尊，号令天下，莫敢不從。除了撐曾俊華之外，
其它的選擇都是「傲慢和不負責任」，就會被黎
智英扣帽子、「笠罪狀」。黎智英親身示範如何
製造寒蟬效應、禁制言論自由，讓人見識名副其
實的「白色恐怖」。

黎智英長期做反對派的金主、共主，他背後又
有美英勢力的魔影。黎智英在其傳媒集團連年錄
得巨額虧蝕的情況下，仍然長期大手筆資助反對
派主要政黨，令社會懷疑他扮演了外國勢力白手
套、傳聲筒的角色。此次特首選舉，反對派不支
持自己友「長毛」參選，反而推曾俊華入閘，黎
智英旗下的媒體一百八十度轉彎大力追捧曾俊
華，予以大篇幅、正面詳盡報道，進入選舉關鍵
時刻，黎智英更親自「吹雞」，威逼恐嚇反對派
統一支持曾俊華，為曾俊華護航護到出面。這一
系列跡象後面，曾俊華與黎智英和美英外部勢力
的關係，不是昭然若揭嗎？

中央一再強調，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
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
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
香港主流民意也堅決反對有人與外部勢力綑綁，
搞亂香港。有人為政治利益與外部勢力綑綁，靠
黎智英出面造勢，肯定會被選委和市民唾棄，只
會輸得更慘。

黎智英搞「白色恐怖」 吹「All In」曾俊華集結號
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昨早在北京閉幕，特

首梁振英以98.6%的高票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同時擔任政協副主席和香港特首，服
務國家和香港更上一層樓，香港同時有兩位傑出
人士出任副國級領導人，充分顯示了中央對香港
的高度重視；充分顯示了中央高度肯定梁振英對
國家的忠誠和對香港的承擔，肯定他在遏止「港
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施政成績；
充分表達了中央對香港未來排除干擾、繼續繁榮
穩定的高度期待；充分表達了中央期待愛國愛港
陣營團結一心，支持特區政府延續有效施政，堅
定維護「一國兩制」，在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
中，選出符合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施政能
力、港人擁護、有強烈擔當精神和駕馭複雜局勢
能力的新特首，凝聚港人，帶領香港共行向前，
為國家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繼董建華之後，梁振英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本港有兩位傑出人士進入國家領導人行列。這是
香港的光榮，也是港人的驕傲，充分說明中央對
香港的重視，顯示香港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
發展中仍有重要角色，具有內地其他城市不可替
代的獨特地位。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
梁振英可以直接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出謀獻策，擔
當香港與國家溝通的橋樑，有助於香港更緊密暢
順地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潮當中，為香港爭取更多
更大的發展機遇。

香港社會和中央政府都認同，梁振英任內以適度
有為、穩中求進的管治新思維，大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在覓地建屋、安老扶貧、推動創新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更重要的是，近年香港在政治上面

臨諸多嚴峻挑戰，梁振英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始終立
場堅定、態度鮮明，經受住考驗。在處理違法「佔
中」、遏止「港獨」等重大問題上，梁振英堅持依
法辦事，妥善處理，成功化解了問題，保證了「一
國兩制」落實不變形、不走樣，捍衛了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國家主席習近平曾以「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忠臣」讚揚梁振英。梁振英具有難
能可貴的忠誠品格，為國為港盡職盡責，得到中
央的充分肯定。他能夠更上一層樓，以在任特首身
份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順理成章，符合眾望。

由於梁振英有效遏止違法「佔中」和「港
獨」，反對派視他為「眼中釘」，不斷惡意中
傷、抹黑。梁振英因家庭原因不再競選連任特
首，反對派大肆散播謠言宣稱，中央對梁振英的
工作不滿意，尤其是對其管治香港的手法不滿
意。如今梁振英獲得中央高度肯定，當選全國政
協副主席的事實充分證明，反對派針對梁振英的
攻擊純粹無稽之談，不過是試圖誤導港人，破壞
特首、特區政府與中央的互信。事實勝於雄辯，
反對派再多造謠污衊，都是白費心機。

目前香港正值特首選舉的關鍵階段，選好新特
首，對落實「一國兩制」、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意
義重大。梁振英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其實也
是中央對整個愛國愛港陣營的嘉獎，表揚愛國愛
港陣營對梁振英和特區政府施政的支持，更希望
愛國愛港陣營作為維護「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
穩定的中流砥柱，再接再厲，選出符合「四標
準」、具有強烈擔當精神和駕馭複雜局勢能力的
新特首，帶領香港信心堅定，清晰目標，團結各
界，繁榮香港、效力國家。

梁振英更上層樓 凸顯中央對港重視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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