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鄧逸明
A5 2017年7月2日（星期日）

棄爭拗謀福祉 反對派應反思
各界：主席引導解難 盼消除內耗共同謀劃未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沈清麗）香港社會近年爭拗不斷。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講

話中明確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將嚴重阻

礙經濟社會發展，並明確指出發展是永恒的主題，是香港立身之本，也是解決香港各

種問題的金鑰匙。香港各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習主席這番話尤其值得

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好好反思，倘若只為爭拗而爭拗，以情緒發洩為目的，而不是為香

港謀發展，為市民謀福祉，將錯失發展良機，最後只會坐困愁城。

林樹哲：展現誠意 放下爭拗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林樹哲表
示，自己在典禮現場聆聽習主席的講話時，深刻感
受到習主席作為泱泱大國的最高領導人，所展現出
來的祥和大氣和包容自信，乃真心實意為香港謀劃
發展。
他說：「習主席主張的『求大同、存大異』，只

要擁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都願意與不同政見
人士溝通，習主席已經展現出了最大的誠意。自己
希望包括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在內的不同政見人士，
同樣展現出最大的誠意與包容，放下爭拗，消除內
耗，共同謀劃香港未來。」

余國春：包容開放 謀劃經濟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表
示，「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所謂乖氣，就是採
取情緒化的對立抗爭，在一些問題上不斷吵吵鬧
鬧，製造矛盾和問題。「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園，
倘若這個家成日家嘈屋閉，不僅影響家庭和睦，也
無助建設好家庭。面對世界全球化經濟的激烈競
爭，香港確實是經不起折騰，也經不起內耗，希望
反對派議員展現出胸襟胸懷，以開放包容的態度，
拿出實際行動發展經濟。」

吳良好：放下對立 共謀發展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福建社

團聯會主席吳良好指，習主席的講話展示出大國領
導人的開闊視野，也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心和重
視，可謂是諄諄教誨、語重心長。「香港既是我們
共同生活的家園，議會內各人意見不合、看法不
同，但都不應造成對立對抗，虛耗光陰，蹉跎歲
月，希望不同政見人士放下情緒的對抗，和氣和
睦，共同討論如何在國家和香港自身發展進程中多
一些擔當和責任。」

梁亮勝：聚焦經濟 勿再蹉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梁亮勝

指，習主席的講話是「掏心掏肺、情真意切」，道
出了香港市民期盼社會和諧、不要爭拗的心聲。
「以往都是說『求大同、存小異』，習主席卻說
『求大同、存大異』，意思是說在『一國兩制』
下，大家確實會存有不同意見，但是如果只想等到
意見一致才來做事，根本很困難。」
「各種政見人士應該先放下爭拗，共同聚焦經

濟，只要搞好經濟，其他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希望
反對派議員好好體會習主席這番話，不要再浪費時
間和機遇。」他說。

蔡毅：堅守底線 有商有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

毅表示，習主席的講話反映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的關
心和包容，只要反對派議員不要踩越「一國兩制」
的底線，只要是有利香港發展，大家都可以溝通。
「我希望反對派議員好好反省自己，不再是情緒用
事、逢中必反，也不要做個掛名議員，『食政治老
本』，始終發展經濟才是民意所向，應該拿出實質
行動推動香港發展。」

王惠貞：速批工程 免「冇運行」
全國政協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

指，上屆特區政府想做很多事，偏偏在立法會受
反對派議員不斷拉布影響，財委會審議工程項目
進度極之緩慢，情況非常嚴峻。「香港雖有不錯
的家底，但很多工程項目也經不起反對派議員一
拖再拖。長此下去，香港一再飽受折騰和內耗，
只會嚴重拖慢香港經濟，影響民生。只有立法會
盡快通過各項工程項目，包括高鐵『一地兩
檢』，讓香港盡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否則
香港『冇運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摯）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昨日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醒香港要珍惜機
遇、抓住機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設、謀發
展上來。香港商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
問時表示，習主席明確指出香港發展的問題所
在，並為香港發展指明方向，大家應認真思考，
香港不能再錯失發展機遇，一定要將精力集中到
搞建設、謀發展上，發揮自身優勢，融入國家發
展中，尤其是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建設」等發展中找準定位，實現新一輪經
濟發展。

蔡冠深：發揮優勢 找準定位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

總商會會長蔡冠深認為，習主席的講話切合了香港
的現況。他認為，香港是經濟社會，應充分利用自
身優勢，發展經濟，包括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建設」中發展零售、現代服務業等領域，找到發展
新定位，更可在「一帶一路」中以金融、法律服務
等優勢，與內地企業併船出海，一同「走出去」。
如不及時抓住機遇，只會「蘇州過後無艇搭」。

王國強：擔當橋樑 團結各界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九龍城

工商業聯會創會永遠會長王國強表示，習主席鼓勵
香港把精力集中在搞建設上，是真心為香港好，體
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關心，惟近年社會上充斥不少不
和諧的聲音，拖延經濟、民生發展。展望未來，商
界要好好利用「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機
遇，發揮香港橋樑紐帶作用，幫助政府做好青年工
作，團結各界，為新一輪經濟騰飛作出貢獻。

李秀恒：減少內耗 聚焦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廠商會會長李秀恒表示，

習主席的講話道出香港主要問題。目前，國際社
會充斥着很多不穩定因素，香港仍能保持自身優
勢，保持經濟繁榮穩定，是個發展好兆頭，而
「一帶一路」、「大灣區城市群建設」更將為各
行各業帶來發展機遇。他勉勵香港各界減少內
耗，積極發展經濟，並指若經濟漸趨繁榮後，商
界定將大力支持民生、教育、社會福利等發展，
積極回饋社會。

陳勁：背靠祖國 放眼世界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陳勁表示，習主

席的講話為香港日後的發展帶來指引，明確香港
定位。香港的經濟發展一定要和內地相結合，背
靠祖國、放眼世界。自己親見不少港人在內地創
業成功的例子，深感內地市場龐大，香港青年應
多回內地走走看看，了解國家發展，充分利用
「一國兩制」優勢，抓住機遇，讓香港實現新一
輪經濟騰飛。

胡劍江：響應國策 付諸行動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胡劍江表示，發展是香港的

第一要務，各界應積極參與到國家「一帶一路」
戰略及「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中，實現新
一輪經濟騰飛。他表示正帶領商會積極付諸行
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美國、加拿大等
進行具體項目對接。
他十分感恩國家給予香港的支持，並表示將積

極做好溝通工作，讓年輕人了解國家對香港的關
心與支持，減少歧見，讓社會重回發展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講
話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
是維護國家統一之基本，並重
申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
全、 發展利益。香港多名法
律界人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反對派經常將「兩
制」無限擴大，甚至刻意矮化
「一國」，以助長「港獨」之
風。習主席的講話發揮了正本
清源的作用，並相信中央會以
堅決及決斷的態度回應所有觸
碰中央底線的行為。

馬恩國：表明中央管治權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大律師馬恩國指，習主席是次
清楚、明確地表明，中央對香
港特區有全面的管治權，包括
特區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
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
解釋權和修改權、特區政制發
展問題決定權及中央向行政長
官發出指令權等，而中央會以
堅決及決斷的態度回應觸碰底
線的行為。

湯家驊：重申中央立場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

湯家驊指出，在政改前後，所
謂「公民提名」，以至「佔
中」、「港獨」等冒起，中央
必須撥亂反正。習主席是次講
話強調了中央一貫的立場，就
是「一國兩制」的初心，並重
申中央的立場不會動搖，但同
時也提到只要不觸碰到中央的
底線，在尊重「一國」的情況
下，無論什麼黨派中央也願意
與之溝通。

梁美芬：中央底線沒有迴轉空間
法律學者、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表示，習主席在講話
中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及中
央的底線絕對不能觸碰，更沒
有迴轉的空間，現在鼓吹「港
獨」、「自決」者應深切反
省。

吳永嘉：國安受脅 中央必「出手」
執業律師、立法會議員吳永嘉

指出，沒有「一國」，就沒有
「兩制」，故「一國」這個概念
十分重要，而涉及國家安全的不
單是武力或軍事攻擊，還包括鼓
吹「港獨」、分離主義等「軟手
段」，而習主席已毫不含糊地表
示，在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時，中
央必定會「出手」。

陳曼琪：強調「一國」劃清底線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

會長陳曼琪認為，香港法治基
礎作了根本性的改變，最高權
力機關由英國政府變為中央政
府。習主席是次強調了「一
國」的重要，目的讓港人明白
到凡事須在基本法下進行，不
應超出該範圍，否則會影響特
區政府的運作，又提到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完成法治
回歸重要的一步，也是人心回
歸在法律上的表述。

黃國恩：中央權力不容挑戰
執業律師黃國恩表示，香港
有人誤解或故意曲解「一國兩
制」，甚至將「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解讀為「完全自
治」。習主席明確了「一國兩
制」的正確認識，同時強調了
國家主權必須維護，中央權力
不容挑戰等，新一屆特區政府
在改善施政、改善民生、促進
經濟發展的同時，必須阻止分
裂國家行為在香港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席習近
平在講話中強調，在落實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
制秩序時， 要把中央依法行使權力和特別行政區
履行主體責任有機結合起來。立法會建制派議員
指出，習主席在講話中對「一國兩制」作出了清
晰及明確的定義，期望社會部分人應停止無謂的
爭論，集中精力發展，同時要加強特別是年輕一
代的憲法、基本法以至國家歷史的教育，令他們
對國家有正確的認識。

李慧琼：正本清源 消除誤解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指出，香港有部分人故意或

是因為誤解，以為「兩制」可以頂着「一國」。習
主席是次強調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及正確看待、理性分析期間遇到的問題，不
能簡單歸因，更不能採取情緒化的態度，都是中央
過去比較少強調的，有助消除誤解。
她強調，如果大家對「一國」和「兩制」的關
係認識不準確，可能會做出破壞「一國兩制」和

國家主權的行為，觸碰中央底線。習主席是次講
話可以正本清源。新一屆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
界，應當認真總結和銘記，應對香港未來繼續實
踐「一國兩制」過程遇到的各項新挑戰。

林健鋒：尊重「一國」有商有量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出，習主席明確指出，

在中央的立場來看，只要是擁護「一國兩制」方針
和香港基本法的，中央都願意與之溝通。事實上，
中央與香港各界溝通的大門一直敞開，反對派應當
珍惜機會，減少政治內耗，為營造溝通氣氛製造良
好條件。

陸頌雄：明確底線 劃清「獨」線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認為，習主席明確地說出了
「一國兩制」的精髓，無論是特區政府、建制派以
至反對派等，都必須根據這些原則，繼續推動「一
國兩制」的實踐。同時，習主席既已明確點出哪些
是不能觸碰的底線，反對派就應該立即與「港獨」

分子劃清界線，不要再持曖昧的態度，甚至暗地縱
容。

陳健波：加強中史 重回正軌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認為，習主席一語道破了香

港目前面對的局面，更直指問題的核心，就是現在
的年輕人沒有讀好國家的歷史，對國家發展一無所
知，因而被某些別有用心者誤導，做出離譜的行
為。因此，特區政府未來必須加強中國歷史科的教
育，將他們扶回正軌。

馬逢國：「一國」為根 平息爭論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認為，

習主席在講話中強調了「一國」為根，坊間就「一
國兩制」的爭論應當平息。

邵家輝：集中焦點 發揮優勢
自由黨副主席邵家輝也指，社會過去經常就

「一國兩制」問題爭論不休，習主席就此作了明確
及權威的定論。所謂「自決派」以至「港獨」不要
再做文章，社會上也應停止爭論，將焦點放在如何
更好發揮本身的優勢。

惜機遇重建設 讓經濟再騰飛

釐清「一國兩制」止爭論謀發展

撥亂反正抑「獨」
正本清源定制

■反對派經
常在立法會
內拉布、搗
亂，各界促
放下爭拗，
消除內耗，
共同謀劃香
港未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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