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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經濟融合 促進人心回歸
林健鋒 全國政協委員
金融風暴、非典型肺炎、金融海嘯、歐美債務危機、「佔領」行動、「港獨」思潮……回歸近 20
年來，香港經歷了重重風浪，在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給予香港及時支持，協助香港渡過重重難
關。事實證明，「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經得起考驗；社會各界應牢牢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充分運用
中央的各項惠港措施，團結一心克服各種困難，攜手共創更好明天。
今年 7 月 1 日是回歸 20 周年的大日
子，國家主席習近平將來港視察並出席
相關慶祝儀式。中央對香港的關顧及重
視程度是毋庸置疑的，習近平主席提出
的「一帶一路」重要倡議，更能為國
家、香港以至全世界的繁榮穩定注入新
的活力。我期望，社會各界能夠抓緊這
個黃金機會，憑藉「一國兩制」及自身
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及粵港澳
大灣區的建設，切切實實地發展經濟，
關顧民生。

可擔任內地和世界超級聯繫人
回歸以來，國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積
極開展對外交往與合作，舉辦了很多重

要的國際事項。香港背靠祖國，發揮祖
國給予的機遇，在國際的地位越來越顯
著；中央授權香港簽發的特區護照，亦
已獲得 158 個國家和地區給予免簽或落
地簽證安排。
此外，中央多次在關鍵時刻出手，協
助香港渡過難關。2003 年，香港爆發
非典型性肺炎，百業蕭條，經濟急速走
下坡。中央推出自由行政策，帶旺香港
旅遊及零售業；並簽署《內地與香港更
緊密經貿關係協議》（CEPA），加強
內地與香港的經貿合作。中央並於
2008 年推出 14 項挺港措施，2011 年更
推出「惠港36條」。
中央更從國家戰略的層面，將香港納

入國家規劃、區域規劃及專項規劃，為
香港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粵港澳大灣
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部分，目
標是把「二區九市」（即香港、澳門、
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
莞、惠州、江門及肇慶）聯繫起來，打
通三流（人流、物流和資金流），優勢
互補，加強粵東和粵西經濟發展。
香港作為「高度國際化」的國際金融
中心，擁有健全的法治制度，並具備世
界接軌的營商環境和視野，可發揮獨特
優勢，並作為大灣區面向國際的門戶。
我們的專業服務如法律、會計、仲裁等
也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可以擔任內地和
世界的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並在融資、

城市建設及各個專業範疇，為大灣區提
供「一站式」服務。

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尋找商機
我們的營商環境和競爭力皆是全球首
屈一指，GDP 較 20 年前增長近倍，失
業率維持在 3.3%至 3.4%之間；每年平
均勞動生產力增長率達到 2.2%，高於
20 國集團（G20）和全球的平均值。今
日的成就，實在得來不易。基本法在香
港回歸歷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不止在
法律上為香港回歸奠定了依據，同時規
定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等重要方針。
可是，近年社會高度政治化，對立情
緒加劇，陰謀論滿天飛，部分議員惡意
拉布導致多項經濟民生項目受阻。在這
樣的政治環境，政府即使有鴻圖大志，
施政也是寸步難行。此外，部分社會人
士對基本法同「一國兩制」認識仍然模
糊，他們偏重談論「兩制」之下的權利

與網民罵戰後道歉
老基被譏「年少氣盛」
& 1

立法會何時舉行補

同自由，輕視「一國」
之下的責任同義務，曲
解了基本法的原意。此
現象值得各界深思。
我期望，特區政府以
及社會各界，在人心回
歸方面多做功夫，特別
是要令普羅大眾了解基本法的立法過
程、立法願景，並且更加全面同準確認
識基本法，以基本法作為社會各界凝聚
共識的共同法律基礎。新一屆政府將會
以「理財新哲學」推動經濟發展，展望
未來，區域合作已經是大勢所趨，大灣
區發展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
我期望政府及社會各界都能夠與時俱
進，着眼長遠，以新思維和實際行動來
面對機遇。香港人對政治紛爭已感到煩
厭，特區政府在未來幾年應集中精力，
推動經濟發展。香港亦要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尋找適合我們的商機，為香港繁
榮穩定注入新的活力。

新
特
派
員
謝
鋒
拜
會
梁
君
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
載，新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前日拜會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外
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宋如安參加拜會。

選現在仍屬未知數，

此前落選的議員對席位虎視眈眈是很自然
的事，偏偏只得民協前主席馮檢基，在該

■羅健熙恥笑馮檢基唔敢認衰。

fb截圖

黨 fb 宣佈他的初選資格獲確認後，即被不

阿湯冀政府「泛民」多接觸

同政治取向的網民狠罵戀棧權位，是「政
治殭屍」。有關的 fb 管理員就此與網民罵
戰，但就口口聲聲
「我」
來回應網民針對馮 ■民協發帖話唔識同網民溝通。
檢基的批評，即被恥笑原來該專頁管理員

明白我們傳訊工作上的不足，特別在應用社交媒體
的技巧上亟需改善。」

就是馮檢基，更有人質疑他管理黨的 fb 是
「公器私用」，造成「關公災難」。事隔幾

稱缺網絡資源 避談「出線」
「我我聲」

日，民協 fb 發出道歉聲明認回應過火，但
就迴避咗點解管理員要
「我我」
聲喎，換來
包括民主黨、
「香港眾志」
等
「自己人」
的另
一輪恥笑。

fb截圖 ■林淳軒揶揄與網民罵戰的馮
「年輕」
。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大概馮檢基在此前立法會選舉棄老巢走去新界
西參選，結果同工黨嘅李卓人齊齊落選，好

多反對派「自己友」就怨馮檢基搞亂檔，累李卓人
落馬。大概因為咁，平時水盡鵝飛的民協藍剔fb專
頁一出文，話民協確認咗馮檢基通過內部初選，持
不同政見者竟然有志一同，狂砌馮檢基，結果專頁
管理員反擊，搞出個「關公災難」來。
經過幾日，民協終於喺專頁出聲明，話：「對於
早前我們專頁管理員某些激動過火的言論，令人誤
會及質疑，我們謹此致歉。這次事件令我們更深刻

文中辯稱，民協「一直專注地區工作」，「缺乏
資源進行其他渠道的傳訊工作，導致我們嚴重缺乏
與網民溝通的經驗，我們現在正開展一連串相關的
改革工程，以改善我們傳訊方面的不足及缺點。」
不過，帖文不忘再為馮檢基「出線」辯護，稱：
「民協內部推舉立選代表的過程合乎民主原則，民
協仝人將會對是次內部選舉的結果集體負責，並透
過將來的立會補選，實踐我們的政治理念及對民主
的堅持，希望各位能夠理解及支持，民協再次就早
前的事件致歉。」

「馮檢基你自己認衰算啦」
不過，帖文只係歸咎缺乏溝通技巧、經驗不足呀
咁，並無解釋點解fb專頁個管理員回應網民鬧馮檢
基時，會以「我」為主語發帖反擊。民主黨副主席
羅健熙在轉發該帖時稱：「馮檢基你自己認衰算

自－作－聰－明

「鎅票富」
抽水抽着火水

其實唔係人人抽水都受歡迎㗎，特別係自
己同被恥笑嘅對象一樣咁多仇口。馮檢基搞
出「關公災難」而被插，曾喺新界東參選，
結果被批評累
「新民主同盟」
前議員范國威落
敗的鄭家富，就喺自己同馮檢基嘅fb抽水，
結果就俾人鬧冇資格抽水。
馮檢基被懷疑自己兼埋民協藍剔fb專頁嘅
管理員，結果被人鬧公器私用。鄭家富就風
騷地在自己fb專頁發帖稱：「鄭家富官方專頁不
是由鄭家富本人管理，有三個小編幫手管理
的。」帖子更標註了「基哥慘變專頁管理員」、
「馮檢基黨」、「永續馮檢基」、「秦始皇」、
「基哥做返專頁管理員好嗎」、「火爆新世
代」，擺明抽水。
咁都唔單止，鄭的fb管理員更到民協專頁有關

帖子下留言，「基哥乜無人幫你咩，要有勞基哥
做管理員？小編 S。」有網民就睇唔過眼。「黃
活志」稱：「你同禿頭基（馮檢基）都係鎅票
黨，有咩資格抽人水呀？基哥洗（使）咩回
POST 呀，學富哥咁 DEL（刪除）曬（晒）D
（啲）唔啱聽既（嘅）說話咪得羅（囉）！」
「Vincent Chan」就反擊話：「咖喱犯（范國
威）搵啲假AC（fb戶口）網軍入嚟。范前尊貴都
係咁BLOCK（封鎖）人喎！其實呢李卓人係比戴
妖（『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的『雷動計劃』）
害死嘅，係戴妖叫人棄李卓人保（社民連副主
席）黃浩銘，係×九西基前唔該×戴妖亂配票
先！」「黃活志」就稱：「你要×『佔中三恥』
同范就自便，關我咩事？唔好係（喺）到（度）
幫×家富轉移視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啦……」「香港眾志」的林淳軒就揶揄道：
「
『年輕
人』
難免心浮氣燥，大家包容下
『新生代』
。」
被指稱為「青症雙邪」中游蕙禎的「狗頭軍師」
林浩基也發帖稱：「九西馮檢基年少氣盛嘛！」游
的原立法會議員助理、「港大幫」的王俊杰稱：
「基哥慘變專頁管理員。」其友「Benny Chung」
也揶揄：「仲以為佢失業左（咗）好耐，想介紹份
看更比（畀）佢，原來有野（嘢）做，哈哈！」
「Ivan C. Y. Lo」也恥笑，馮檢基之所以要親自
回覆網民留言，係因為冇咗個位，「馮檢基係
（喺）九西拎返個位，出返份糧，就有資源請 admin（管理員）啦，到時話唔定長期有隊攝製隊跟
出跟入搞地區民生添（）呀。」
網民
「林偉健」
則直指，
「份聲明根本錯晒。風波
嘅根本原因係網民越嚟越反感老一輩『民主派』賴
死唔走、阻住上流嘅大佬文化，民怯
（協）
專頁管理
員九西馮檢基死 lur 住選，迫走新世代，佢回應網
民嗰種倨傲與老奉嘅態度只係刺激咗網民原有的不
滿，而唔係溝通不足或使用社交霉
（媒）
體技巧不足
嘅問題。」

網民恥笑馮檢基
黃活志：到底係未（咪）馮檢基公器私用？仲未
交代清楚。
Tiffany Fong：基哥繼續做「專頁管理員」咪好
地地（哋哋）？爭乜鬼關愛座吖！
Anthony Yan Ting Cheong：#沒有馮檢基民
協什麼都不是#永遠追隨馮檢基路線#永續馮檢基
Wing Tang：賴死唔走、戀棧權位，俾（畀）個
位（民協區議員）何啟明都唔得，世代交替條毛！
Rocky Tam：基哥需要一席，留返個政壇關愛
座俾（畀）佢啦～議席就唔好啦！
資料來源：facebook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萬人台熱狗主持」直播僅 12 人睇
激進派「有仇報仇」，狂轟
「熱狗」，由「清算」人變成
被「清算」，一班「港豬」其
實都真係睇得幾開心。近日被起底、網名「陳
到」的「熱狗」鄭松泰議員辦事處筲箕灣社區主
任黃敬業，成為其中一個被追殺的對象。
黃敬業近日開 live，話有朋友唔開心，所以要
為對方唱歌喎。
「無敵神駒」仇思達就 cap 圖，顯示看黃敬業
直播者僅 12 人，即恥笑話佢曾號稱係「萬人台
（《熱血時報》）」主持，但 live 的觀看人數
「連一架小巴都裝唔滿，真可憐」，「『熱血公



■仇思達恥笑黃敬業玩直播
仇思達恥笑黃敬業玩直播，
，
觀眾只有 12人
觀眾只有12
人。
fb截圖
fb
截圖

民』泡沫爆破，各位『熱狗』可以安心退黨
了。」
「Pui Kam Chiu」揶揄：「真真折墮揸架14坐
（座），兜多兩彎都未曾滿坐（座）。」
「Chris Ho Ho」寸道：「學人做直播，有×人
睇咩，有時間就去公廁搵 d（啲）長者打卡
啦！」「Gary Law」恥笑：「可能選區議員都係
得 十 二 票 。 」 「Pique Chung」 質 疑 ， 「 佢 地
（ 哋 ） 有 恒 心 捱 到 區 選 先 算 啦 ！ 」 「Nobu
Kwan」就表明：「唔好捱唔倒（到）呀，我已經
下定決心起碼×到佢地2020（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政府新班子尚餘不夠一周就
宣誓就任，外界都關注如何改善
行政立法關係，修補社會撕裂。
候任行政會議成員、「民主思
路」召集人湯家驊指，願意在行
會反映反對派希望盡快重啟政改
的意見，但認為政府與反對派要
先改善關係，否則即使重啟政改
亦會失敗，故期望新班子可花一
兩年時間，透過民生議題與反對
派多接觸，拉近雙方關係。
湯家驊昨日接受電視台節目訪
問時表示，自己加入行會，是想
為重啟政改出力。雖然部分人質
疑他不能代表反對派，但他不介
意，亦會反映反對派的訴求，例
如盡快重啟政改，促進政府及反
對派溝通。
不過，湯家驊也坦言，倘現時
政治氣氛不改變，重啟了政改亦
不會成功，「重啟政改第一件
事，不應該設下任何前設，如一
定撤回『8．31』，一定要放棄
『公民提名』。我們不如從改善

彼此關係先做起，更加進一步了
解對方，有點互相包容情況出
現，然後再討論『8．31』框架可
以改動多少。最低共通點是（符
合）『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他期望，新班子可花一兩年時
間，透過民生議題與反對派多接
觸，拉近雙方關係，才討論政
改。
不過他相信，溝通過程中，可
能很快出現具爭議性的議題：
「如果香港要立國歌法，會否是
一個惡劣的形勢，『一地兩檢』
會否是惡劣形勢，我覺得有可能
是，我覺得心理上要有所準備。
有問題出現時，不要第一時間跳
入最極端位置，我現在目前未必
有一個很圓滿解決的方法，但我
覺得多些人理性討論一個問題，
找到解決方法的機會，總比一個
人閉門想解決成數為高。」
湯家驊又指，如果未來行會的
決定有違他的立場，他不會為政
府推銷，但未必需要「唱反
調」。

讚
「文公報」
多
「狗料」
獄友叫蟲泰幫訂報
准，職員話政治色
彩太濃厚，所以唔
批」。雖然其他報
紙就訂到，但該求
助人「就係想睇
『文公報』」，因
為「熱狗」新聞跟
得足喎。
蟲泰就回應話，
會向「有關方面」
■蟲泰稱收到獄友求助想訂
「文公報」
。 fb截圖
反映一下，仲整咗
香 港 文 匯 報 個「無言」嘅表情符號。
& 「成功爭取」
得到蟲泰「宣傳」同「加持」，
「熱狗」主席、「尊貴的」立法會 其實係應該高興定發愁呢？話說回
議員蟲泰（鄭松泰）的關注？話說 頭，近日一直狙擊「熱狗」的「無
蟲泰在自己的fb專頁中稱，他早前 敵神駒」仇思達，因為其fb帖文獲
收到了一個獄友求助，對方話自己 民建聯等建制派轉發，就被人話係
「想訂『文公報（《文匯報》、 「勾結」建制派打擊「熱狗」嘅陰
《大公報》）』」。
謀，咁香港文匯報報道「熱狗」
蟲泰問到何以要睇「文公報」 「咁足」，蟲泰又會唔會被清算
時，對方就稱「文公報報導（道） 呢？
『熱狗』新聞，報導（道）得好足
其實，「熱城」搞清算，引人發
架 （ 㗎 ） ，網 上 罵 戰 CAP 圖 又 笑之處有時真係好睇過娛樂新聞，
有，又整埋圖，好有娛樂性……」 香港文匯報都係想大家「食多啲熱
蟲泰話，對方向佢求助時，話自 狗」，開心吓啫！
己「我想訂『文公報』，但不被批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