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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民向建制派議員宣講十九大具三重意義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近日向 36 名建制派議員宣講十九大精神，具有三重意義：一是十九大報告有關
港澳方面的論述，對於繼續推進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具有里程碑意義，王主任親身作出權威
解讀，有助香港社會深入理解十九大報告豐富內涵。二是王主任特別向 36 名建制派議員「講課」，
體現對建制派議員的重視，建制派是維護社會繁榮穩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中流砥柱，更需
要全面認識中央對港的政策方針。三是要求建制派議員強化三大意識，形成推動香港發展的合力，
為香港的長遠發展以及「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作出更大貢獻。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邀請王主任到立
法會午宴，與議員多作交流，這對立法會以至香港社會都是好事，相信各界都會樂觀其成。
對於十九大報告有關港澳方面的論
述，王主任提綱挈領地指出，十九大報
告 5 次提到港澳，並在 3 處展開論述。
從提到次數到篇幅字數，都是歷屆黨代
會報告之最，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和習總
書記對港澳的重視和關懷。王主任並指
出十九大把堅持「一國兩制」上升為黨
和國家的一個基本方略，這是香港回歸
祖國後重新納入國家治理體系的新發展
新定位，也是「一國兩制」事業在黨和
國家工作全局和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
新發展新定位。

王主任解讀有助社會了解報告精髓
十九大報告將「一國兩制」與民族偉
大復興聯繫起來，賦予了新發展新定

位，體現中央對「一國兩制」的重視，
為香港的前景開拓了巨大的空間，鼓舞
了廣大香港市民的信心。十九大報告對
於國家發展影響深遠，在內地各省市都
有宣講團向民眾解說。「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同樣應該深入了解報告內容。
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
構，由王志民主任親身解讀，自然最為
深入和權威。
在早前舉行的 2017 年博鰲亞洲青年
論壇上，王主任已經首度向公眾宣講十
九大報告，以深入的闡述、翔實的數
據、感性的言語，向在座者和香港社會
解讀十九大報告，分享了對十九大報告
提出的新時代新思想、新目標新征程、
新定位新機遇，受到現場參與者和社會

各界的好評。這次王主任向建制派議員
宣講十九大報告，有助建制派人士更好
地吸收報告精髓，深入理解十九大報告
的深遠意義和豐富內涵。
上次宣講的對象主要是年輕人，王主
任在講話中鼓勵香港青年要不忘初心，
將個人發展與國家發展同步，續寫獅子
山下拚搏奮鬥的傳奇故事，開創無愧於
時代的香港青年新華章。這次宣講的對
象則是建制派議員。王主任特意為建制
派議員進行一場「專門講課」，不但體
現對建制派議員的重視，更希望建制派
人士能夠加強對十九大報告的認識。建
制派是維護社會繁榮穩定，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的中流砥柱，更需要全面認
識中央對港的政策方針，了解自身的使

命和職權，為「一國兩制」的行穩致遠
作出更大貢獻。

建制派應切實強化三大意識
王主任從五方面解讀十九大報告的涉
港澳論述，並對建制派議員提出三點希
望：一是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國家意識，
希望建制派議員帶頭了解掌握十九大精
神，把握香港發展新機遇；二是在履職
盡責中體現建制意識，希望建制派議員
以香港發展和市民幸福為己任，支持幫
助督促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三是在
團結協作中體現大局意識，形成推動香
港發展的合力。
這三大意識值得建制派高度重視。建
制派是香港的穩定力量，也是香港發展
的建設力量，必須更加掌握好香港未來
的發展機遇。十九大報告明確表示，支
持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
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同
香港、澳門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
港、澳門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措施。
報告指出香港的發展在於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尤其是把握好「一帶一路」和粵
港澳大灣區機遇。對此，建制派應該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再有外國勢力干預港事。美國眾議院近日通過議案，「要求」中國政

府遵守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承諾，並聲言「雙學三丑」判囚、「瀆誓」者被取消議員資格等事
件，與高度自治「不符」。而「雙學三丑」之一、「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河童）就一直緊貼事態
進展，並「樂見」議案通過。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
落實，不容外國在不清楚香港實際情況下指指點點，干預中國及香港內部事務，又批評黃之鋒對外國干
預港事興高采烈，嘴臉難看，猶如漢奸。
1 日通過動議，要
美國眾議院本月
求中國政府及英方根據《中英聯

合聲明》，遵守在香港落實「一國兩
制」，保障香港基本法授予的高度自
治，行政、立法和獨立司法權，及香
港居民的基本權利不變。該項議案由 5
名分別來自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的眾
議員，於 6 月底共同提出。決議案聲
言，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
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令多名立法會直
選當選人被取消議員資格，及「雙學
三丑」羅冠聰、周永康、黃之鋒被上
訴庭改判入獄等，「不符合」實施高
度自治的承諾。
黃之鋒一直緊貼事態進展，早於 7 月
■黃之鋒在fb轉載美國眾議院通過干預港事
議案的消息。
fb截圖 撰文宣傳該議案。前日再在facebook撰

文，聲言自己「樂見」美國眾議院 10
年來首次支持香港民主，揚言中央政
府「打壓」「一國兩制」，希望國際
社會增加對香港的「關注」。

何俊賢：內政不容干預
對此，各界予以嚴厲批評。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何俊賢強調，香港全面和
成功落實「一國兩制」，若外國國會
議員對「一國兩制」不了解，歡迎他
們到中國學習，而不應該干預中國的
內政。他又批評，黃之鋒要求外國干
預港事是不顧後果，如同「籠裡雞作
反」，「每個地方的發展都不一樣，
唔係硬搬外國嗰套就適合香港」，希
望黃之鋒認清事實，停止抹黑香港。

邵家輝：
「一國兩制」成功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批評美國
國會干預中國內政，對香港內部事務
指指點點，強調香港回歸祖國 20 年，
「一國兩制」方針一直成功實施，落
實高度自治，有利本港經濟、社會各
方面發展；而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
報告中也對「一國兩制」予以堅決肯
定。對於議案提及黃之鋒等人被上訴
庭判囚，他認為應該尊重香港的法庭
裁決。

王國興：美無權指手畫腳
「23 萬監察」發言人、工聯會前立
法會議員王國興強調，美國國會無權
對中國內政指手畫腳，而中央政府一
直堅決落實「一國兩制」，沒有如議
案內容聲言的「干涉」特首提名過
程，而取消「播獨」議員資格更是合
法合憲。他指出，香港是中國的領
土，如國際社會干預香港事務，是顛
倒國際關係及政治常識。他又批評黃
之鋒對此興高采烈，如同「漢奸的嘴
臉」。

《熱時》台慶冷清 狗達飛機文遮醜
謝「皇上」！

& 1 我哋噚日報道完
「熱狗」喉舌
& 周年台慶得
《熱血時報》5
200 友去之
後，「熱狗」過氣「首領」狗達（黃洋
達）即刻轉載我哋篇報道，認真唔話
得。不過，啲評價就真係此言差矣啦，
又話篇報道數臭佢哋、「酸」（妒忌）
佢哋，邊有啫。啲觀眾用十零架小巴或
幾架大巴就車得晒，何「酸」之有？頂
盡都係笑吓佢哋啫！佢又多謝班「熱
狗」幫佢出返啖氣，俾人質疑佢當自己
大晒、「朕即天下」！
狗達噚日喺 facebook 轉載我哋篇報道
（仲要係報紙版），話《熱時》台慶完
咗 3 日自己都未寫感言，最高興就係見
到「敵人着急」喎，「小小一個網台台

慶，（香港）《文匯報》搞到要出大半
版嚟數臭我哋、酸我哋，熱鬧呀。」佢
又多謝成班手足嘅努力，令《熱時》再
「企高一級」，敵人「酸度」都急升幾
級，「有好多感謝說話想同大家講，但
最想講係呢一句：多謝你哋幫我出返啖
氣！」

網民嘲拜神無燒豬
同「熱狗」打對台嘅「無敵神駒」仇
思達，就好關注狗達嘅健康情況，叫佢
「打少陣飛機」，「全世界都俾你『熱
狗』清算，左中右都想睇你兩公婆仆×
㗎啦……人哋恥笑你個濕×『台慶』，
就唔係酸你，你兩公婆刻薄寡恩孤寒度
縮算死草，有×人酸你咩！」神駒仲支
持狗達搞出年年宵，等「熱狗」蝕到入

肉！
狗達身為大編劇、大作家，篇感言寫
成咁，真係曳啲喎。「Gary A Lau」寸
佢 ：「度咗 3 日，最終就係呢啲咁×低
水平打飛機×吹」；「Albert Ng」就提
到佢哋台慶前拜神連燒豬都無隻，邊度
值得「酸」喎；「Allan Chan」 就覺得
狗達字裡行間顯得佢將自己睇到最重
要，「班所謂手足唔係幫個台出返啖
氣，而只係幫佢黃洋達自己。」
年宵一向係各黨派宣傳同搲銀嘅熱門
場合，花生友就叫「熱狗」一定要落
場，唔玩正契弟喎，即係想佢哋蝕到空
虛啫。「Leo Poon」就話，如果狗達覺
得搞場台慶會令敵人「酸度」急升，
「熱狗」喺年宵最少要擺兩檔，「一來
可再企高兩級，二來敵人酸度也急升 N

壞燈當
「猛料」
被恥笑
■ 《 熱
時》竟將
壞交通燈
當成「猛
料」，難
怪 被 恥
笑。
fb圖片

血時
 & 報雖》 台然 慶《得熱200
友
去，係就係頹啲，但第二朝都唔使求

其影幅街頭相打幾句 caption（圖片說
明）就當新聞呀？《熱時》個
facebook 喺台慶第二朝出咗段「獨家
猛料」，就係新蒲崗某處壞交通燈，
同埋未見有警察維持秩序。呢啲本來

喺區議員 fb 或者微信先會出現嘅嘢，
竟然要勞煩到《熱時》，真係夠晒
「大材小用」。
狙擊開「熱狗」嘅 fb 專頁「香港癲
佬力量」，當然唔會放過佢啦，佢哋
仲摷返《熱時》用「熱狗仔隊」名義
收咗差唔多兩球嘢，寸佢哋揸流攤，
「《熱時》收咗 195 萬（元）搞狗仔

級，唔好唔做呀。你的嘍囉開心，正直
公義的人也開心，大眾都開心，恭喜恭
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狗達在fb轉載香港《文匯報》報道。
fb截圖

隊，又有獨家猛料！壞交通燈呢張
相，極具新聞價值，殘獸胃（陳秀
慧）又有得認叻喇！」
唔少網民都俾呢單「猛料」笑死，
好似「Murphy Lee」話「揸緊車聽收
音機就知啦」；「Yang Tat Tsang」
就叫《熱時》「下次報公廁有人無沖
水呀笨」。「Franklin Leung」更加
質疑《熱時》班友當時根本匿喺
office，「係咪『狗友』報料咋！零成
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加強與立會交流 各界樂觀其成
王主任對建制派議員的宣講，受到一
致的好評，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在席上更
表示，按照禮尚往來原則，邀請王主任
到立法會午宴，與議員多作交流，期望
在不久將來能夠成事。十九大報告不單
關係建制派，更關係全港市民，立法會
議員也應該加深對十九大精神的了解。
王主任能夠到立法會與議員交流、宣講
十九大內容，並加深與議員的交流和溝
通，對立法會以至香港社會都是好事，
相信各界都會樂觀其成。

出年 3 月立法會補選，

 & 九龍西呢區始終都係最多
 花生食。最近就有傳「青
症」等「本土派」變陣，唔要「佔中牧師」

離巢鴿謀空降九西 妄想做「終結亂局者」

睹美議案干港事
河童露喜色迎合

演好推動者、宣傳者的
角色。
建制派更要用實際行
動做好建制的角色。建
制角色是為市民謀福
祉，為香港謀發展。建
制派須以社會利益為己
任，堅定支持和督促特區政府依法有效
施政，更需要具有大局意識，「計利當
計天下利」，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能夠
堅守底線，敢於「亮劍」。這三大意識
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值得建制派人士深
思。

袁天佑個仔袁健恩，改為邀請退出咗白鴿黨
（民主黨）嘅南區區議員區諾軒跨區出戰。
而區諾軒都認咗有人同佢接洽，但自己係咪
去馬要視乎係咪「合乎大義」，足以終結九
西亂局喎。不過，網上花生友覺得以佢嘅能
力都係得啖笑，仲寸佢離巢都係為咗議席。
之前有傳被 DQ（取消議員資格）嘅「青
症雙邪」Cheap 禎（游蕙禎），同袁健恩斟
過問佢去唔去馬，袁健恩亦都肯去諗吓，佢
大名亦都出現喺負責協調反對派嘅「民主動
力」個「初選」草擬備忘錄度，但最近就傳
出區諾軒想跨區去九西試吓，搞到反對派喺
九西嘅人選多到瀉。
噚日有網媒報道話，由於公眾對袁健恩嘅
反響未如理想，「本土派」就轉為同區諾軒
斟斟，邀請佢代袁健恩披甲，提高「出線」
機會。區諾軒都認咗上星期開始有人摟佢
選，但唔只「本土派」，亦都有「進步民主
派」，而之前佢諗都無諗過會選。佢又話會
問自己參選係咪「合乎大義」，足以終結九
西亂局，如果唔係多佢一個亦都無意義。

網民嘲「製造混亂者」

講就好聽，但到底係咪做就驚青，真係要
睇佢去馬先知，但網民就即刻潑佢冷水嘞。
「Ar Po」話以佢能力，「只不過係一個笑
話」；「黃活志」就質疑佢係「終結者」定
係「製造混亂者」；「衛銘琛」更加唔知佢
原本過咗底去「本土派」，「佢肯定唔係毛
范（毛孟靜同范國威）嗰個『本土』吖， 即
係過咗去『熱普城青』系列嗰個『偽勇武本
土』？」
「Daniel Li」就玩直線抽擊，狠批區諾軒
離巢為位不忠不義、賣黨求榮，「仲可以去
到幾絕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小學赴莞看毒禍
反對派屈
「洗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本港學生參加內地
交流團有助增廣見聞，但近日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
學分校計劃明年 1 月舉行赴東莞虎門認識銷毀鴉片歷
史的一日團，卻被別有用心者借題炒作。反對派facebook專頁「生於亂世」日前發帖聲言有自稱是該校家
長的網民，投訴校方「強迫」小五生必須參加，又老
屈交流團是「洗腦團」，更對該校網絡公審。該校校
長梁潤蓮前日回覆媒體時強調，校方並無強制學生參
加，東莞團已舉辦最少 3 年，是配合常識科課程以制
定行程，對於被誣衊為「洗腦團」深感遺憾。
該校通告指出，交流團團費為 340 元，扣除教育局
的資助後團費為 102 元，由於教育局只資助隨團出發
的學生，若學生當天因病或事假未能出席交流團，便
須補回差額 238 元，提醒學生若未申請證件，須盡快
申請。通告又指不參加活動的學生，須於當天回校進
行相關的學習活動。
不過，「生於亂世」facebook 專頁日前發帖稱，有
好「激氣」的「家長」批評校方「突然出通告」，要
求小五學生參加東莞一日團，以加深學生對國家近代
史的認識，老屈校方「強迫」學生參加交流團。

已辦3年 學生自願參加
梁潤蓮回覆傳媒查詢時指，東莞團其實已舉辦最少
3 年，有關行程是配合常識科課程，如小五及小六常
識科會涵蓋毒品的禍害、近代史及香港的演變，故校
方特意安排學生到東莞參觀清朝兩廣總督林則徐當年
銷毀鴉片的遺址、「林則徐紀念館」等，期望學生可
以做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她強調，校方並無強制學生參加，學生可自行決定
是否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