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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症雙邪」
游蕙禎和梁頌恆
至今仍不知悔

改，只求吸引外界目光，盲目吹捧「港
獨」，言行幼稚無知。兩人繼去年10月赴
台「吸獨」後，近日再赴台「吸獨」，更勾
結「台獨」及「藏獨」分子，討論如何尋求
「自決前途」，聲言要為「爭取『港獨』取
經」。

梁頌恆及游蕙禎上星期四赴台，參加「藏
獨」組織舉行的「第一屆圖博╱西藏、香
港、台灣圓桌會議」，參與者亦包括前學聯
秘書長周永康、前學聯副秘書長楊政賢及支
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等人。消息指，會議參與
者只有30多人，台方代表有「台獨」政黨
「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太陽花運
動」參與者林飛帆等人，但主要參與者則是
「藏獨」分子。

近年來，「港獨」、「台獨」「兩獨」的
互動加劇，彼此勾結合流的態勢越趨明顯，
但其實市場非常有限，引發港台兩地愛國群
眾強烈反對。正如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所強
調，「港獨」分子和「台獨」勢力相勾連，
企圖分裂國家，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和
繁榮穩定，這樣的圖謀是不可能得逞的，也
是不得人心的。
比如在今年1月，三名所謂「本土自決

派」立法會議員羅冠聰、姚松炎、朱凱廸，
以及「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赴台出席
「時代力量」座談會。在桃園機場遇上近
200名台灣「愛國同心會」成員舉牌抗議，
黃之鋒等人更被嚇得落荒而逃。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及發言人周

浩輝去年12月赴台「播獨」時，被「愛國
同心會」痛擊。
去年11月，游蕙禎還曾致函台灣「總統」

蔡英文，促請其干預香港事務，結果引來哄堂
大笑。蔡英文上台以來倒行逆施，自身尚且難
保，哪有多餘的精力來管香港的事，游蕙禎的
幼稚行徑只能暴露了她的無知。
這次的所謂「圓桌會議」，也不過區區30

多人參與，和愛國團體的力量相比，根本不成
氣候。正如毛澤東的名句：「小小寰球，有幾
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近年來，環球局勢劇變，民粹主義抬頭，乘

這股歪風，香港和台灣一些不自量力的跳樑
小丑也急速抬頭。但正如潮語所云，站在風口
上，豬也能飛起來。不過，在風停之後，這些
投機分子只能是飛得越高摔得越痛。
雖然，「兩獨」合流一系列荒誕的行徑並
沒有產生實際的效果，但其可能帶來的負面
作用絕對不能輕視。毛澤東曾說，對於敵人
戰略上要藐視，戰術上要重視，我們對於
「兩獨」合流也應如此！

雙邪再赴台「吸獨」蚍蜉撼樹真可笑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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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充分肯定林鄭 冀團結各界開拓新局

在剛剛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林鄭
月娥是中央唯一信任支持的特首候選
人。不過，中央領導人在選舉期間從來
沒有就此公開表態，更沒有具體闡述為
何只信任支持林鄭一人。

習近平表明中央為何
信任支持林鄭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下午在中南海瀛
台會見林鄭月娥，在對林鄭月娥當選並
被任命為行政長官表示祝賀時，特別從
「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
港人擁護」四個方面，全面肯定林鄭符
合中央對行政長官的一貫標準：
肯定林鄭愛國愛港立場堅定，對國家

和香港有心、有力、有承擔，符合「愛
國愛港」和「中央信任」的標準；
肯定林鄭在政府工作36年，特別是

香港回歸後在特別行政區政府擔任多個
重要職務，勤勉務實，敢於擔當，行政
經驗豐富，具有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
符合「有管治能力」的標準；
肯定林鄭在香港社會認可度一直很

高，符合「港人擁護」的標準。
習近平根據中央關於行政長官的四個

標準，全面肯定林鄭月娥，不僅得出林
鄭成功當選「實至名歸」的結論，而且
以最權威的身份回答了香港社會關注的
為何林鄭月娥成為中央唯一信任支持人

選的問題。

表達中央堅持「一國兩制」
的決心信心
香港回歸祖國已近20年，正進入基

本法規定的香港特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
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中期，
「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各種問題和矛盾開始凸顯。一些人為此
感到焦慮，也有人擔心中央的對港政策
方針會否發生重大改變。習近平在對林
鄭的談話中，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明確回
答和鄭重宣示：
第一，高度肯定「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實踐，20年來取得巨大成功，憲法和

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有效運
行，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國際社會給予
高度評價。
第二，不回避20年來香港經歷了不

少風風雨雨，「一國兩制」作為一項開
創性事業，在香港的實踐也需要不斷探
索前進，這個階段有挑戰和風險，也充
滿機遇和希望。
第三，鄭重強調，中央堅持「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決心
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
習近平的這些表述，不僅宣示了中央

堅持「一國兩制」的決心，而且加強了
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對香港「一國兩
制」前景的信心。

對林鄭和新一屆特區政府
寄予厚望
習近平在談話中，不僅表達了對林鄭

和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全力支
持，而且提出了工作要求。其中，有兩
個要點值得認真體會：一是全面準確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二
是緊緊依靠廣大香港同胞，團結包容，
勠力同心。
必須看到的是，香港確實存在排斥

「一國」、不尊重基本法的問題，極少
數人甚至公然打出「港獨」旗號，直接

衝擊「一國兩制」的
底線。行政長官有憲
制責任，全面準確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
方針和基本法，堅決
維護國家統一，確保
香港的「一國兩制」
實踐「不走樣、不變形」。這是大是大
非的原則問題，不能有半點的含糊和妥
協。
還須看到的是，香港社會撕裂嚴重，如
何化解對立矛盾，促進社會和諧，是社會
各界的迫切期待。香港社會的極端對立，
已經成為香港發展的桎梏。社會的團結和
諧，是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重要社會條
件。新特首能先解社會鬱結大難題，更是
香港市民的共同心聲。中央一向重視促進
香港社會的團結和諧。習近平對林鄭明確
提出「團結包容、勠力同心」的要求，具
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習近平的談話讓人看到，中央堅守

「一國兩制」的初心，對香港的希望依
然如故，對香港的支持一如既往，香港
的「一國兩制」事業充滿希望！人們有
理由相信，林鄭月娥定會不負中央重
託，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抓住國家機遇，為香港發展進步作出貢
獻！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次北京接受任命之行備受關注，其中最值得重視的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會

見林鄭時的重要談話。習近平的談話，表達了中央最高層關於香港問題的三個重要信息：一是從

「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管治能力、港人擁護」四個方面，充分肯定林鄭月娥符合中央對行政長

官的一貫標準，以最權威的身份回答了香港社會關注的為何林鄭月娥是中央唯一信任支持人選的問

題；二是針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困難、問題及憂慮甚至質疑，充分肯定「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巨大成功，表達了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會

變、不動搖的決心和信心；三是對林鄭寄予厚望，希望林鄭不負重託，帶領各界，團結包容，勠力

同心，開拓香港發展的新局面。習近平的談話讓人看到，中央堅守對「一國兩制」的初心，對香港

的希望依然如故，對香港的支持一如既往，香港的「一國兩制」事業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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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會見林鄭談話的三點解讀

下周率團訪大灣區
特首：6月提合作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首梁振英將於下周三（19日）至

周五（21日）率領行政會議非官守

議員、策略發展委員會和經濟發展

委員會委員，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城

市群的廣東省城市，並預計6月底

前就大灣區規劃發展事宜向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提交意見。梁振英

表示，香港在現代服務業、金融、

法律、會計、建築等方面均具備優

勢，而大灣區內的9個廣東省城市

均是香港重要合作夥伴，故非常重

視與廣東省合作，期望可不失時機

地參與做好這個規劃工作。

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
時表示，他下周三至周五率領考

察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城市的考察團，
是一個規模較大、層次也較高的考察
團，成員包括特區政府官員、行政會
議非官守議員、策略發展委員會和經
濟發展委員會委員。
他續說，考察團在廣州將與廣東省

領導人、廣州市領導人等會面，並會
到珠江西岸的5個城市訪問，「香港人
去內地，去北京、上海、廣州、深
圳、東莞這些城市比較多，去珠江西
岸的城市，例如珠海、中山、佛山、
江門、肇慶這些城市比較少，所以我
們今次這個訪問是很有必要的，亦是
適時的。」

不失時機參與整體規劃
梁振英強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

今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要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規
劃，期望可不失時機地參與做好這個
規劃工作，「這個規劃不只是城市規
劃、土地利用規劃那種規劃，這是包
括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規劃。」粵
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工作十分緊湊，國
家發改委計劃在今年10月前完成規
劃，故特區政府大概在今年6月底前向
國家發改委提出意見。
他續說，粵港澳大灣區共有11個城

市，除了香港及澳門，另外9個城市在
珠江東、西岸，該9個城市均是香港重
要合作夥伴，認為香港在現代服務
業、金融、法律、會計、建築等方面
均具備優勢，故非常重視與廣東省合
作，更重視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
規劃。

梁振英說：「在去年2016年，香港
與廣東在這些方面的服務貿易比上一
年增加40%，而這些現代服務業對香
港來說是很值得我們發展，很符合香
港需要，亦符合我們的經濟產業發展
下去的大策略。」

終身年金顯政府重視長者
另外，按揭證券公司近日公佈，最

快會於明年中推出「終身年金」計
劃，長者將資產存入計劃後，經外匯
基金投資，可獲定期及終身收入。
梁振英表示，新計劃反映本屆政府

重視長者需要，計劃如受歡迎，政府
可以加推，「我們非常重視香港人老
年退休保障的需要，昨日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宣佈的年金計劃，宣佈後我們
的評估是社會的反應是好。如果受歡
迎的話，我們可以加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政制事務委
員會昨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選舉事務處遺失載有登
記選民個人資料的手提電腦事件及跟進措施，會上一
致通過了譴責有關部門的議員動議。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譚志源指出，如有證據顯示有選舉事務處員工
違規，當局將採取紀律行動，並透露當局將成立一個
由副秘書長級領導的專責小組，全面檢討成因和過
程，並就保安安排、內部監督和個人資料保安等提出
建議，預計兩個月內提交報告。
總選舉主任黃思文在多名議員連番追問後首次披

露，特首選舉當日，有關房間內有32部電腦，而載有
378萬選民資料的電腦共有6部。所有電腦置於不同
位置，一部分放於紙皮箱內，被盜的兩部則放在「紙
皮箱面」。房間的保安由亞博館安排，出入口由1個
電子鎖鎖上，其中有兩名同事持有門匙卡。有關員工
在離開亞博後，保安室會停用有關的門匙卡。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追問，按照指引，當局應記錄進

出入該房間者的身份，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黃
思文支吾以對，只稱「咁詳細嘅記錄就冇」。被問到
是否知道職員會將全港選民資料帶到後備票站，他指
「不知道」，但認同下屆特首選舉毋須帶備有全港選
民資料的系統到場。

李慧琼：難接受當局茫無頭緒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是次事件並非一件簡單的

失竊案，而是影響三百多萬名選民個人資料的問題，
但當局至今仍然毫無頭緒是不能接受的。
民建聯議員劉國勳則指，他對政府的解釋「愈聽愈

心寒」，並批評處方漠視個人資料，沒有做好最壞的
打算。會議更一致通過由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及「專業
議政」莫乃光議員提出的譴責動議。
譚志源發言時承認，選舉事務處確有不穩妥的地

方，就此須向選民鄭重道歉。警方就案件的相關刑事
調查仍在進行，他歡迎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展開調
查，倘證明有員工違規，當局會按照既定機制採取紀
律行動，又指當局會採取補救措施，包括修改附屬法
例，在日後有人要求更改選民登記資料時須提交住址
證明，倘獲立法會同意就可在短期內實施。

失選民私隱 政府專責組檢討

某 個 facebook
專 頁被黑客入
侵，咁都關候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事？由多名前線記者
成立的fb專頁《鏡頭以外》近日被黑客
入侵賬戶，發佈色情資訊，幾名小編更
被黑客踢走，無法編輯內容，正宗是鵲
巢鳩佔。正當大家都唔知發生咩事，網
媒《立場新聞》就在報道中「神關
聯」，稱該專頁「早前發表一篇炮轟林
鄭月娥團隊的文章，引來主流媒體關注
報道，但專頁在特首選舉後即被黑客入
侵」。事實上，該專頁在特首選舉期間
亦曾發表批評另一候選人曾俊華的文
章。喂，阿哥，你咁都可以入林鄭數，
似乎真係偏頗咗啲喎！
《鏡頭以外》大前日被黑客入侵，並

發佈多段色情短片，但由於成立該專頁
的幾名小編均被黑客移除，他們最終只
能另外成立「鏡頭以外2.0」，並同時向
fb投訴。

暗指有關負面報道
被入侵賬戶發佈色情資訊，多數人會

覺得可能受害者不慎開咗毒 link，但
《立場新聞》就自有一套「解讀」。
《立場》前日報道事件時，就稱該專頁
曾發表一篇炮轟林鄭月娥競選團隊的文
章，並在標題上大字寫道︰「曾轟林鄭
團隊不濟 前線記者『鏡頭以外』FB
遭黑客入侵奪Admin權」，實行入林鄭
數。
即使fb昨日已處理有關問題，幾名小

編重新掌權，可以繼續管理《鏡頭以

外》，《立場》的跟進報道依然先「強
調」該專頁「早前發表一篇炮轟林鄭月
娥團隊的文章，引來主流媒體關注報
道，但專頁在特首選舉後即被黑客入
侵」，之後才說「已成功重奪管理
權」。

曾批曾俊華卻未提
事實上，該專頁曾在特首選舉期間批

評林鄭月娥的競選團隊之餘，亦有批評
曾俊華，並以《看完論壇，你還會撐薯
片？》為題，批評曾俊華唔熟書，連自
己政綱都唔熟，亦欠缺具體政策。如果
被批評過就有嫌疑，咁《立場》一味強
調林鄭，似乎太過偏頗喎。
就連《鏡頭以外》嘅小編都冇「立場

mode（模式）」去解讀事件，反而寫

道︰「不過科技嘅嘢小記真係識條鐵，
Google大神都話，原來有唔少人曾經無
啦啦被移除專頁的Admin權，但求助無
門。」咁點解《立場》要咁樣「神關
聯」呢？真係要問返佢哋先得。

■記者 甘瑜

記者圈專頁被黑《立場》屈林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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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報道中「神關
聯」屈林鄭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