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覺得香

港社會撕裂好

難去修補，啲說話都唔係無道理

嘅，起碼反對派入面都仲會因小小

事而你鬧我、我插你。好似公民黨

（訟黨）上星期黨慶，請咗選舉嗰

陣俾佢哋鬧到九彩嘅候任特首林鄭

月娥坐主家席，唔少當晚在場同唔

在場嘅人眼都凸埋，覺得訟黨轉軚

轉得好核突、將之前嘅牙齒印忘得

一乾二淨咁話，一講就講到家。

民主黨（鴿黨）副主席羅健熙喺

facebook幫訟黨口，話同「世仇」

坐低食飯無乜問題，但又好風涼咁

話好彩鴿黨黨慶喺選舉之前進行，

「免卻了不少煩惱」，即刻就俾

「本土派」噬，好似係沙田區議員

陳國強同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竪

峰。訟黨深水埗區議員伍月蘭更加

踢爆，鬧佢哋嘅除咗有社民連同

「人民力量」中人之外，仲有「工

黨」呢個主流反對派同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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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主席倡導「一帶一路」開拓世界發展新格局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論壇上發表主旨演
講，闡述了倡導「一帶一路」的初心，
總結了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以來取
得的豐碩成果，展望了「一帶一路」的
廣闊前景，激發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

「一帶一路」開創全球發展新模式
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是

中國領袖第一次在世界範圍內提出的最
具影響力的發展戰略，是中國第一次用
自己的發展成果搭建世界合作平台，是
中國第一次提出造福全人類的洲際開發
合作框架，是中國以全人類共同價值作
為統領第一次邁向世界的主導舞台。
「一帶一路」戰略不是西方世界誤讀的
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而是沒有夾

帶地緣政治私貨和謀取政治利益的共同
發展平台。
必須看到的是，現代競爭是制度、規

則、標準的競爭，誰掌握了規則和標準
的制定權，誰就能在國際經濟合作競爭
中佔據主動。然而，國際經濟秩序從產
生到建立，歷來都是體現發達國家的意
志，維護西方大國的利益。在現有全球
經濟發展合作框架中，基本上都由美國
和西方國家主導，合作規則和方式也是
由西方說了算。
已有國際經濟秩序的非公平、不合

理、不對等的交往規則需要改變。「一
帶一路」戰略立足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
共同立場，致力於建立公正、公平、合
理的經濟秩序，對於中國參與制定國際

經濟秩序的遊戲規則具有重要意義。中
國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
國，是全球最重要的跨國投資目的地和
日益重要的資本輸出國。通過「一帶一
路」戰略，中國可以在立場和實力兩方
面帶領發展中國家改革現有的不對等的
國際經濟秩序，改變西方大國單方面主
導的局面。通過「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等國際舞台，隨着一個個中國
方案、中國建議的提出，中國成為推動
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力量，成為制定國
際經濟秩序和遊戲規則的重要主導者。

「一帶一路」開啟中國外交新時代
「一帶一路」戰略是鄧小平「改革開

放」國策在新時代的新發展。鄧小平在
1988年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思想：
先形成東部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大局，
然後形成中西部開放開發的大局。「一
帶一路」深化「兩個大局」的戰略選
擇，使中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
大調整，形成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
格局。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外交濃墨重

彩的一筆，是中國從地區性大國向真正
全球性大國邁進的關鍵性戰略，也是一
個首次內外高度融合的戰略，將會引發
中國外交機制、理念和佈局的重要轉
型，標誌着中國外交新時代的來臨。
「一帶一路」戰略作為中國倡導的一

系列關於和平、發展、合作等主張、理
念、構想付諸實踐的集大成者，將成為
中國着力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
外交關係的典範。「一帶一路」已經對
中國的周邊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有效
整合了中國的「積極西進」與「海上突
破」兩種周邊外交思路。
今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是繼 2014 年 APEC 北京峰會、
2016年G20杭州峰會之後，中國又一
次舉辦重大的主場外交，也是自提出
「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國所舉辦的
規格最高的國際會議，將成為中國外交

新時代來臨的重要標
誌。

「一帶一路」開闢「中國
夢」與世界夢連接新平台
習近平主政提出的治

國方略中，「中國夢」
和「一帶一路」最受國人和海外稱道。
「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推進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且開闢了
「中國夢」與世界夢連接的新平台。
習近平強調，「中國夢」是和平、發

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各國人民的美
好夢想息息相通；中國人民願同各國人
民一道，攜手共圓世界夢。「一帶一
路」突出包容性的共贏理念，秉持和平
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
的理念，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
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
容，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
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開放性共贏
性區域共同體，有助於中國同沿線國家
一道，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和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責任共同體，真正使「中國夢」與世界
夢交相輝映。「一帶一路」將「中國
夢」與世界夢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是世界人民築夢的戰略紐帶。

舉世矚目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昨日在北京隆重開幕，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紀

盛會！習近平主席主政以來，所提出的治國方略中，最受國人和海外稱道的有兩個：一是「中國

夢」；二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是中國領導人在世界政經版圖上自信而從容寫下的大手筆，

這個全新的宏偉戰略構想，從歷史深處走來，跨越時空，融通古今，連接中外，順應和平、發展、合

作、共贏的時代潮流，開創了全球發展新模式，開拓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格局，開啟了中國外交的新

時代，開闢了「中國夢」與世界夢連接的新平台，展現了習近平作為卓越大國領袖所具有的博大胸

襟、長遠眼光、歷史智慧和超常魄力，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泱泱大國的宏大氣概和歷史擔當！當今

中國，正在由一個大國向強國蛻變，「一帶一路」戰略正是中國真正成為世界強國的重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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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巴基斯坦總理
穆罕默德．納瓦茲．謝里夫將於明日抵港進行三
天正式訪問，特首梁振英將於周三（17日）在禮
賓府與他會面。警方發言人昨日表示，鑑於目前
國際恐怖襲擊的形勢愈見緊張，會加強保安措施
以確保謝里夫的人身安全。
發言人說，警方會致力確保謝里夫訪港期間的

安全，同時亦會盡量減少對市民的影響。警方會
對謝里夫提供適當的保護，包括個人及交通方面
的護送服務，故此可能會出現臨時交通改道或短
暫的行人通道人流管制的情況，或會對市民及其
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希望市民諒解，呼籲市
民保持忍讓及遵從警務人員指示，駕駛人士亦應
留意交通燈號及聽從現場交通警員的指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工務小組早前討論啟德體育園區的財務分
析及預測。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示，
啟德體育園區為體育界及香港市民期待已
久的發展項目，期望立法會議員能夠支持
項目，讓該項目於今年便能「上馬」。他
強調，該計劃主要採用「設計—興
建—營運」的模式，藉以保持其連貫
性，令將來的營運有效，更符合實際，及
更符合香港的需要。
劉江華昨日結束歐洲訪問回港，在機場

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啟德體育園區所採
用的「設計—興建—營運」的模式，有
別於過往即設計和營運分開，令營運商未
必知道如何配合設計出來的東西，或者設
計者未必知道將來營運的需要，而今次工
程較為龐大，是一個誘因，利用「設
計—興建—營運」方式，除了硬件之
外，亦希望啟德體育園將來能營運得好，
市民用得好，本港及國際體育界都能夠應
用。
他還指，體育園區的目標需要面向國

際，當局希望有一些高質素的投標，從而
選出一個最好的投標者，亦吸引香港不同
建築界、設計師等，都可以一起參與。
至於今次外訪之行，劉江華表示，主要

是支持香港的青年藝術家楊嘉輝在威尼斯視藝雙
年展的表現，同時，亦到匈牙利、維也納及威尼
斯等地，拜訪相關的文化官員，介紹香港特別是
西九文化區最新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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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總理明訪港

訟黨黨慶請林鄭
鴿黨幫口俾人噬

羅健熙前晚喺 facebook出帖，話同
「世仇」坐低食飯其實無乜問題，

引用咗二戰時嘅英國首相邱吉爾嘅名句
「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站起來說話
要有勇氣；坐低聆聽也需要勇氣）」，仲
話自己好怕啲人有理無理講唔夠幾句就話
人「通敵」、「通匪」。雖然佢先旨聲明
「別人政黨的事不好說」，但盲嘅都睇得
出佢講緊訟黨請林太單嘢啦！

羅健熙陳國強撻着互插
佢又話鴿黨黨慶喺選舉之前進行，

「免卻了不少煩惱」，仲孔明上身（事後
嗰隻）咁講，林太當日都有去佢哋黨慶，
但只係去酒會而無食飯，「若她來食飯，
我們也會安排她坐上主家席，曾俊華、胡

國興亦然。」
見羅健熙講邱吉爾講得咁過癮，陳國

強就問佢如果二戰時期邱吉爾同希特勒飲
酒，前線戰士會點諗，不過羅健熙開咗講
歷史呢個頭，竟然咁樣回陳國強：「請林
鄭去參加一個黨慶，用到二戰打仗死幾千
萬人嚟比喻……真勁。」佢仲同陳國強
講，如果咁唔滿意當局，「咁你仲攞佢啲
人工（沙田區議員薪津）？」
陳國強即刻俾羅健熙撻着咗，大鬧對

方「廢柴」，話自己啲人工已經捐晒出
嚟，而羅健熙就攞佢從商嘅背景窒佢：
「咁睇嚟想透過選區議會贏埋選委議席
嘅人，大家要有啲家底以便捐出啲人
工，唔係唔好做喇。」陳國強亦都不甘
示弱，寸收咗「肥佬黎」（黎智英）唔
少錢嘅民主黨：「最有家底就是你班友
啦！」

周竪峰亦都踩場抽水，話「民主黨賣
香港」，但佢好似唔記得自己都身有屎，
喺之前中大學生報換莊期間偏幫其中一支
莊，而嗰支莊仲派人做對家莊員搵黑材
料，難怪「Tin Fong Chak」就寸佢：
「快啲又安插吓間諜入民主黨。」

訟黨成員鬧爆「熱狗」式炒作
雖然訟黨大佬冷處理呢單嘢，但班細

嘅俾人鬧鬧吓無火就奇。伍月蘭前晚喺
facebook呻苦水，話如果「基本禮貌」都
當作「埋堆」、「賣港」而大肆炒作，
「那些人和『熱狗』也沒大分別」，之後
仲抵唔住頸玩踢爆：「連工黨某些人都學
埋『熱狗』的行事模式。」
至於工黨副主席鄭司律亦都唔妥訟黨

做法，話訟黨咁樣無助改變社會、自損黨
格信諾，仲不斷數臭林太同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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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由宣誓風波引
發的立法會新界東及九龍西補選，當局仍未就此
定下選舉日期，但反對派早已出現「爭櫈仔」場
面，尤以已經反目成仇的兩師徒鄭家富及「新民
主同盟」范國威最出位，而前「學民思潮」發言
人張秀賢及民主黨區鎮樺也虎視眈眈。近日有指
鄭家富退選並支持范國威出選，但鄭家富昨晚發
聲明否認，並暗批范國威玩小聰明向傳媒放風。
鄭家富昨晚在facebook稱，自己收到報章記者
查詢，指有人向傳媒放風說他決定退選，改為支
持「某疑似新東補選候選人」，「本人鄭家富特
此聲明，有關新東補選及初選事宜未有最終決
定，故現時不存在『退選』及『支持另一候選
人』。」
他稱自己去年建議非建制派進行初選，是為了

「團結『泛民』及非建制」，也向有志之士提供
合理平台，堂堂正正一展信念，呼籲各有心人
「回歸正途」，比拚理念丶經驗及能力，「不要
再沉迷玩弄小聰明」。

鄭家富否認退選
批咖喱飯「玩小聰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
本港社會不容「港獨」思想散播的
立場明確，惟有少數激進反對派始
終死心不息，不放過任何場合與機
會，鬼祟滲透違法思想。
有非牟利團體於剛過去的周六日
在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辦「唔剝削
動物生活節」，活動本意是推廣動
物權益與愛護地球的生活態度，但
別有用心的組織「本土工作室」卻
借場地販賣「港獨」宣傳產品，荼
毒大眾。
據生活節網頁所述，活動希望跟
公眾分享動物友善而快樂的生活方
式，推廣於生活各個層面達至動物
友善，愛護地球。
生活節內設有多個攤位，售賣不
含動物成分及不經動物測試的食
品、工藝品、日用品、衣飾、植物
或二手產品，並設有廚藝示範、工
作坊、紀錄片放映與創意市集，歡
迎各界有興趣人士參與。

攤位用「藏獨」「台獨」旗撐場
活動標榜是「屬於素食主義者嘅

生活節」，惟在一眾攤位之中竟存
在「異類」。
自稱「本土」組織、過往多次

鼓吹「港獨」並製作相關宣傳品
的「本土工作室」，於生活節中
設有攤位，販賣多項印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字樣的產品，
亦有出售「港獨」旗幟、印有
「香港獨立」的鴨舌帽等。
他們並在facebook專頁自詡在攤

位用上了「雪山獅子（『藏
獨』）旗和玉山（『台獨』）旗
撐場」，其中含意明顯不過。
本次生活節主題既為「唔剝削動

物生活節」，上述「產品」與生活
節的關係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香港文匯報就事件查詢生活節主

辦單位，負責人表示市集目的志在
聚集不同生活文化與態度人士參

與，不會向參與攤位作政治審查，
至於香港兆基創意書院僅是租借場
地，並未參與活動舉辦細節。
縱然活動與校方並無直接關係，

但不排除有校友或學生因支持母校
而出席活動，變相給了學生遭「港
獨」思想荼毒的機會。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

認為，校方即使只是租借場地，也
應預先了解活動內容，包括攤位到
底在販賣什麼，以免被人利用。

「本土派」「獨」心不死 借生活節荼毒

■「本土工作室」販賣的部分「港
獨」宣傳產品。

「本土工作室」圖片

■「本土工作室」借生活節攤位販「獨」，荼毒大眾。
「本土工作室」圖片

■■林鄭月娥早前出席公民黨黨慶林鄭月娥早前出席公民黨黨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伍月蘭踢爆工黨有份鬧公民黨請林鄭伍月蘭踢爆工黨有份鬧公民黨請林鄭
月娥坐主家席月娥坐主家席。。 fbfb圖片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