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

建聯舉辦「香港年度漢字」評選，

評委會選出10個候選漢字供全港市

民投票。隨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領

軍的新政府於今年 7 月就職，

「新」字料會成為今年評選的熱

門。立法會議員何俊賢昨日指，期

望新人事新作風下，可為香港帶來

新景象，社會能減少政治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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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黨委治港」乃無稽之談妖言惑眾

《蘋果日報》對中央宣講團來港一
事，極盡混淆概念、製造恐慌之能事，
聲稱：「在國際社會、傳媒看來，今次
特區政府辦十九大學習班正好反映香港
守不住跟中共分隔的底線，讓中共黨務
要人開始在香港發揮他們的黨委功能，
指點香港未來的方向與發展前路。往下
來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高度自治將有更大
懷疑，並預期特區政府會逐步接受黨領
導。」

蓄意扭曲「一國兩制」原意
《蘋果日報》蓄意把「一國兩制」中

的「一國」、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
會主義國家」與「黨委插手香港」劃上

等號，扭曲「一國兩制」的原意。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共產黨為完

成祖國統一大業，解決歷史遺留的台
灣、香港、澳門等領土問題，提出了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創造性構
想。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在會見
外賓時說：「我們提出的大陸與台灣統
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統一後，台灣
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
但是是一個統一的中國。一個中國，兩
種制度。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
國，兩種制度。」可見，中國共產黨對
香港問題提出的是「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絕非「黨委治港」。
中央一直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

制」，十九大報告強調堅守「一國」原
則，尊重「兩制」差異；國家主席習近
平一再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堅持兩點，一是堅定不移，不會變、
不動搖；二是全面準確，確保「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
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習主席指出，
「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香港應關
心的不是「一國兩制」方針會否改變，
而是如何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

對十九大的重視就是對香港未來的重視
習主席的十九大報告確立了香港「一

國兩制」新定位，給香港帶來新機遇，

促進香港新發展。十九大報告5次提及
香港，並在3處展開，充分體現中央對
香港的高度重視。中央宣講團來港，同
樣是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
十九大報告在肯定「一國兩制」在港

澳的成功實踐、宣示中央對港澳的大政
方針的同時，針對「一國兩制」在實踐
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有
所側重地闡述了一些重要思想觀點、原
則立場和工作部署，具有明確的導向
性。中央宣講團來港向公務員宣講，有
助提升特區政府的執政團隊對國家大政
方針政策的認識。對十九大的重視，就
是對香港未來的重視，也是對香港市民
根本福祉的重視。
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挺港」方略，強

調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最
有效最根本最長遠的「挺港」方略。習
主席並明確點出了融入重點，為香港搭
建了一個與內地不斷擴大的廣闊合作平
台。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的重點，香港參與其中，可充分發
揮自身優勢。同時，大灣區世界級城市
群的建成亦將為本港市民的就業、生

活、居住開拓更廣闊的空間。

讓香港把握新時代下的新機遇
十九大的重要性，非比尋常。香港要

抓住歷史機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就
要全面理解、領會、貫徹十九大精神。
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十九大報
告有幾個部分直接涉及港澳，包括指出
中央會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所以香港也要知道這個國家發展大局是
什麼才能夠有利於日後的工作。「無論
在中央與特區的憲制關係、香港經濟與
內地經濟的結合，以至兩地人民交往方
面，很多社會民生議題，其實如果特區
政府負責制定政策及推行措施的官員多
了解十九大的精神和報告的內容，有利
於我們的工作。」中央宣講團來港，就
是幫助特區公務員認清「一國兩制」新
定位下香港的責任和機遇。
《蘋果日報》胡言亂語，說什麼「中

央宣講團來港是黨委治港先兆」，暴露
其反中亂港的一貫作風，唯恐天下不
亂。這樣的謊言、謠言，除了刺激一小
撮反對派的受眾外，還能騙得了誰？

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昨日的社評稱，中央宣講團來港向特區政府高層官員

包括首長級公務員講解中共十九大報告及相關文件，是「黨委治港」先兆云云。

這是典型的混淆概念、製造恐慌，把「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

國家」與「黨委插手香港」劃上等號，扭曲「一國兩制」的原意。中央宣講團來港，不是「傳聖

旨」，更不是中央直接治港，而是向香港講清楚在新時代下，特區政府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

的責任，和香港面對的新機遇。所謂「黨委治港」，完全是妖言惑眾、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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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領軍掀新風
民記「漢字」「新」熱門

「香港年度漢字」評選舉行至第五
年，今年由民建聯創會主席曾

鈺成、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浸會大學中文
系副教授盧鳴東等15名評審組成的委員
會，先選出「貴、樓、公、新、回、智、
判、風、創、民」等10個候選漢字（見
表）。市民即日起至下月20日可以於網上
或親身到民建聯辦事處投票，評選結果將
於下月28日公佈。

施政以民為本 何俊賢料「民」大熱
何俊賢介紹，不同人士對10個候選漢字
的見解或有不同，例如「貴」可以指香港
百物騰貴，市民生活負擔百上加斤，亦可
以解作珍貴、出路遇貴人等。
他特別推薦「民」及「新」二字，並引

述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政府施政亦需以民為本，故「民」
字可說是每年的大熱。
「新」字則可反映市民對新政府的期

望，凝聚新風氣、新政治形勢，甚至彌補
過去社會相對立的情況。他說：「我們都
看到過去幾次立法會拉布的情況非常嚴
重，模式已由個別議員蔓延至整個反對
派，『新風』是否可以帶領我們繼續向前

走呢？」
評委會成員之一的譚榮勳指，希望借評

選的過程回顧過去一年的人和事，今年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新上任，評委會選出的10
個候選漢字中不少亦與新政府有關連。他
認為，市民期望新一屆政府帶來新景象，
以及新突破。他個人則推薦「風」字，因
為今年多個颱風襲港，令他印象深刻，期

望來年本港可以風調雨順。
他續說，去年評選反應熱烈，逾1.3萬名

市民參與投票，最終選出「年度漢字」為
「亂」字，錄得3,776票，並呼籲市民踴躍
參與活動，期望今年投票人數突破2萬大
關。投票選中年度漢字的市民，將有機會
獲得豐富獎品，包括亞洲區雙人來回機
票、旅遊禮券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狗主黃
毓民突然收「恐嚇信」之前，「熱狗前
首領」狗達（黃洋達）原來爆話狗主今
年頭嘅年數仲未找，結果引起兩幫狗粉
罵戰。
狗達前幾日喺佢嘅網台節目反駁狗主

成日話佢欠錢唔還嘅講法，話「熱狗」
加埋狗主個網台「MyRadio」過去四五
年一直喺年宵擺攤位，而兩個檔位投嘅
價錢連裝修由雙方平分。今年年宵，投
檔連裝修加埋要十一二萬，「我見佢
（狗主）當其時好似有啲困難，有少少
唔係好順境，我到而（）家都冇問佢
收返」，「從來啲數大家好清楚，點知
事後話翻我哋爭佢哋錢！」
呢段說話當然再引發雙方罵戰啦。狗

主支持者「Tim Tim」話：「×佢老母
黃洋達，話教主年宵欠佢三四萬，選舉

四個地辦剩（淨）係燒豬都十隻，都唔只三四
萬啦，仲有租地辦都未同你計。做人唔好做到
咁×得唔得呀！」「熱時」節目主持人李鶴年
反唇相譏：「×你啦，四個地辦所有開支都係
熱狗畀嫁（㗎）！（包括幾隻燒豬）辦事處張
租約，係『熱血時報』呢間公司簽的，租也是
『熱血時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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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會選舉
中，「熱普城」5人

去得1人當選，結果利窮則散，仲不斷互相
清算，近日仲玩到「恐嚇」！「熱狗前首
領」狗達（黃洋達）近日喺fb轉發咗一段
由狗主（黃毓民）傳畀佢嘅WhatsApp訊
息，話有人恐嚇佢個孫，仲話：「我收呢
啲恐嚇信，全部都同你有關，唔係你叫人
做都好，都係同你有關！」狗達就批評對
方老屈，昨日更去警署「代」狗主報案。
有「熱城」支持者更話要動員「開件老坑
火」咁話，睇嚟花生期指已經急速上升。
狗達前日下午喺fb發帖，話收到狗主
WhatsApp，傳來兩張圖，同留狗主嘅留言
訊息，大意係話佢收到呢啲恐嚇信，全部
都同狗達有關，就算唔係狗達叫人做都
好，都係同狗達有關，係因狗達而起，又
話自己就死冇咩所謂，但係狗達咒佢個孫
就係「江湖大忌」，仲叫佢出嚟「講清
楚」。
狗達就話，「唔係我做或叫人做，又點
可能同我有關？明明過去一年，係閣下不
斷攻擊滋擾熱血時報、鄭松泰、陳雲。自
從閣下公開表明『從來不支持永續基本
法』，否定過去陣營理念，往後就不斷於
閣下節目攻擊批鬥舊日政治陣營。」
他續稱，「我不曉得有什麼誘因，致使
閣下脫離陣營，但在這件事上，發動攻擊
的閣下卻以受害者自居，實在令人費解。
另外，請不要再老屈我地（哋）滋擾你家
人，閣下於節目侮辱我太太，你辱罵佢做
『賊婆』，我地（哋）都忍過去了，閣下
不要再戾橫折曲，我們已經心滿意足。如

果閣下真的收到恐嚇信件，請盡快報
警。」
狗達之妻殘獸胃（陳秀慧）也發帖稱：

「請不要再老屈我地（哋）咀（詛）咒滋
擾你屋企人，並將恐嚇事件與我地（哋）
拉上關係，然而你在大半年來節目中就正
正不斷老屈侮辱我地（哋）。唔知道圖中
等恐嚇信係如何收到，我嚴重提出必需短
時間內報警，以搜集所有有可能證據，包
括任何閉路電視或郵寄證據。」

「熱狗」「諷主」個個月都收信
成班「熱狗」群情洶湧，大鬧狗主。

「水媽」張耀心就話：「（狗主）個個月
都話收到恐嚇信，就冇一次去報警。上星
期我喺地辦就真係畀個聲稱因黃毓民而投

票鄭松泰嘅人嚇到要報警喇！」
「熱血時報」節目主持人馬啟聰更話：

「我就無見過人咒你黃毓民個孫，但我就
見你哋成班×人成日侮辱黃洋達嘅太太
囉！……假如你真係被人恐嚇的話，咁
快×啲報警啦。唔報警正契弟，講完！」

蟲泰留辦地址「抽水」
「熱狗」主席、立法會議員蟲泰（鄭松

泰）就喺留言區上載咗一張佢辦事處地址
及電話圖，「抽水」話：「如有需要，可
隨時聯絡泰辦職員尋求協助，非辦公時間
亦可。」
「熱城」支持者「劉禪」就發帖，話

「老狐狸無啦啦send條咁嘅濕×錄音比
（俾）黃洋達，只有三個可能性：1.諗埋d

（啲）屎橋，跣×對方回錄音然後公開用
節目斷章取義；2.谷花生救亡；3.以上兩
項皆是」。「藍鳳凰」更發帖「動員」：
「各單位注意！自動自覺埋位！準備考古
開件老坑火反攻！」
到昨日，狗達就真係同殘獸去牛頭角警

署「代」狗主報警。狗達話：「已經為黃
毓民先生收到恐嚇信一事報案，希望盡快
找出製造恐嚇信的犯人！」
殘獸則稱：「我地（哋）只能夠做到呢

度，為黃毓民收恐嚇信一事報案。希望黃
毓民先生能向警方提供更多收到恐嚇的過
程及內容，以供調查。及早捉到犯案者及
調查清楚犯案動機！」
呢單嘢嘅花生，睇嚟一定食到熱氣囉！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狗主話孫「被狗咬」狗達「代」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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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義

昂貴

樓房

公正

更新

回歸

才智

裁決

颱風

創新

民生

例子

香港衣食住行樣樣貴，物價在高水平，市民生活負擔百上加斤，難以負擔。

人人希望早日「上車」買樓，實現擁有一個安樂窩的願望。

公平、公開、公正、依法辦事為香港的核心價值。

7月1日新一屆政府就職，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調，新政府將以
新的施政理念帶領香港繼續前進。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一國兩制」在
香港成功落實。

社會矛盾尖銳複雜，需要智者引領香港走出困局，更需要港人發揮集
體智慧，和衷共濟。

犯案者最終受法律制裁。今年有不少與非法「佔領」及擾亂公眾秩序
的相關案件判決。

2017是「風之年」，今年八號或以上的風球「連中四元」，其中天鴿更帶來
十號波。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全方位推動創科發展，為經濟
注入新動力。

政府的施政以民為本，竭力解決房屋問題，增加福利，照顧老幼，加
強扶貧工作。

■大埔區議員譚榮勳及立法會議員何俊賢介紹年度漢字。

■蟲泰乘機抽水，叫狗主可以搵佢求助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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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達近日喺fb轉發咗一段由狗主傳畀佢嘅
WhatsApp訊息，話有人恐嚇佢個孫。 fb截圖

■狗達決定玩大佢，昨日影晒相證明自己已
代狗主報警。 fb截圖

■溫鞭護
狗主，質
疑狗達收
錢「食水
深」。

fb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