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民晤社團商會宣介十九大
會見廣東社總福建社聯六大商會領袖 勉為港新定位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中聯辦網站載，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於11月30日和12月1日分別會

見了廣東社團總會、福建社團聯會及香港六大商會等團體負責人，介紹中共十九大有關情況，解讀十九

大精神及報告涉港重要論述，勉勵同鄉社團和商會立足十九大對香港提出的新定位新使命，共同努力為

香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遠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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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見廣東社團總會、福建社團聯會等主要
負責人時，王志民充分肯定同鄉社團長期

以來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香港繁
榮穩定作出的重要貢獻，並對今後發展提出三點
要求：
一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愛國愛港光榮

傳統，理直氣壯地在香港社會宣傳中國故事，宣
傳中國共產黨作為國家執政黨的光輝成就和偉大
歷程；二是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進一步提高參與香港社會事務的能力與水
平；三是堅持創新會務發展理念，重心下移、深
入基層，不斷團結和凝聚廣大鄉親，持之以恒做
好青年工作，創新提高會務發展。
在會見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香港總商會、香港工業總會、香港地產建設
商會、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等主要負責人時，王
志民高度評價六大商會長期以來在涉及國家香港
重大問題上的積極表現和為推動內地改革發展、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作出的重要貢獻。

續寫獅子山下新故事
王志民指出，十九大報告中「一帶一路」、粵

港澳大灣區、「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和人民幣
國際化等許多戰略都和香港息息相關，希望以六
大商會為重要代表的香港工商界，帶頭學習宣講
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總書記「七一」視察香港
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鼎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推動香港經濟發展、民生改
善，推進解決制約香港發展的瓶頸問題，合力把
香港的事情辦好，續寫獅子山下繁榮發展新故
事。

譚鐵牛何靖參加會見
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何靖及有關部門負責人

參加了會見。

何靖於11月29日應邀出席香港廣西社團總會
學習十九大精神座談會並作主題宣講。譚錦球、
蔡加讚、鄧清河、李君豪、吳金龍等社團領袖、
政協委員共100多人出席。

何靖赴廣西社總宣講
何靖指出，十九大勝利召開引起全世界廣泛關

注，前來採訪報道大會的中外記者和發來賀電賀
函的國家及政黨數字均創歷史新高。來自120多
個國家2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踴躍出
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
會，他們希望深入、系統了解十九大精神，了解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豐富內
涵，了解中國共產黨關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共同建設美好世界的主張，反映出國際社會對十
九大的高度關心和重視。
他續說，香港社會對十九大的關注也是前所未

有的，學習、宣傳十九大精神的熱度不斷升溫，
大家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復興道路取得成功背
後的「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故事」產生了
濃厚的興趣，希望作進一步的探究了解。

助正確認識國家共產黨
何靖強調，香港回歸祖國後，重新納入了國家

治理體系，廣大市民理所當然地應對國家和執政
的中國共產黨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作出更客觀
正確的認識。十九大的勝利召開，相信對推動廣
大市民正確認識國家、客觀認識中國共產黨、增
強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將產生深遠影響。
何靖勉勵大家學深悟透十九大精神，進一步堅

定信心，團結拚搏，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積極作為，履行好特區的憲制責任，更好地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推動「一國兩制」成功實
踐行穩致遠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增光添
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將於下周處理修改議事規則的動
議，反對派在昨日內務委員會中，繼
續「捐窿捐罅」搵位入，聲稱特區政
府未有在當日提交法案是「助攻」，
又稱修改議事規則的議案不應優先處
理，而應延期辯論。內會主席李慧琼
引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指，政府正處
於兩難的局面，由於反對派拉布，政
府提交任何法案均不會有實質成果，
並希望立法會中不同黨派可以就處理
議事規則的工作盡快達成共識。立法
會主席梁君彥最遲下周一會就議程安
排作最後裁決。

張建宗嘆審議無成果
在內會昨日會議上，李慧琼首先
匯報日前與張建宗會面的情況。她
引述張建宗指，政府並非不想推動
立法工作向前走，但現正處於一個
兩難的局面。由於個別反對派議員
公開表示，一定會以拉布的方式阻
撓議事規則的修訂工作，導致當局
現時向立法會提交任何立法建議都
不會有實質成果。
他希望議員能夠理解當局的難處，
並誠意盼望立法會中不同黨派可以就
處理議事規則的工作盡快達成共識，
讓立法會的工作可以繼續向前。
「議會陣線」議員毛孟靜聲稱，張
建宗的說法是「不得體」的，應該予
以「譴責」。民主黨議員許智峯就聲

言政府是「助攻」，不提交法案是讓
路予建制派修改議事規則。
民建聯議員張國鈞反駁，政府兩難

的說法是現實情況，自己亦表示諒
解。過去數月，有很多法案慘成無辜
的犧牲品，「在修改議事規則之前，
以及相關討論展開之前，任何政府拎
上來嘅嘢必定成為佢哋（反對派）阻
止、拖拉的事項，這一點清楚不
過。」
會議其後討論下周三的大會議程，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聲言，修改議事規
則的議案「並沒有法律效力」，優先
處理有關議案，將之排在其他具法律

效力的議案前，不同於「傳統」的做
法，「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
的規定。

優先處理議案先例多
立法會秘書長陳維安即時糾正其說

法，指修改議事規則的動議是根據香
港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提出的，具有法
律效力。立法會主席安排時會根據過
往常規作決定，而過去亦曾有類似的
情況，以2012年及2014年的會議議程
為例，當時議員議案的排序中，修改
議事規則亦排於其他議案之前。

梁君彥有權安排議程
反對派議員繼續連番發言，聲稱梁

君彥決定議程要「有規有矩」，又要
求順延修改議事規則的辯論。建制派
「班長」廖長江指出，根據香港基本
法第七十二條，立法會主席行使決定
議程的職權，故梁君彥有權力作相關
決定，又對部分議員指修改議事規則
沒有法律效力感錯愕。
李慧琼其後「劃線」指，梁君彥會

按照香港基本法及過往做法，並參考
秘書長及法律顧問的建議，最遲下周
一會就議程安排作最後裁決。

拉布阻交法案 反屈政府「助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張帥 北京報道）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結束上任後首次訪京行
程。他在京會見傳媒時透露，在拜會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期間，對方高度肯定特區
政府過去幾個月的工作，並讚揚特區政府開局勢
頭相當好。「這樣的肯定令我們深受鼓舞，我們
會繼續努力為香港人服務。」
張建宗此行拜會了國務院港澳辦、國家行政學

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外交部、國家發改
委等中央部委和機構。
他說，自己此行拜會了張曉明，對方對香港事

務非常熟悉，而國務院港澳辦對於特區政府來
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協調角色，特區政府與中
央部委許多事務都需要國務院港澳辦進行協調，
包括香港青年在內地的實習、交流等。
張建宗在參觀國家行政學院的港澳培訓中心

時，與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馬建堂會面。雙方談
到希望進一步加強對香港公務員的培訓及國情教
育，希望讓香港公務員能夠掌握國情以及國家經
濟、社會等發展進展，特別是對國家未來機遇方
面有更多了解。

公僕須掌握國情
他形容，港澳培訓中心是香港很多高層官員掌

握國情的培訓搖籃，「香港和國家的關係息息相
關，與內地事務不可分割，如果我們對內地的事
務了解得好，我們的工作會更得心應手，做事會
更加精準。所以必須掌握國家的發展步伐及最新
的情況，透過與國家行政學院的聯繫，一定會令
公務員增值，充實公務員這方面的知識和技
能。」
張建宗還與在京港生和青年在「共創空間」充
分交流，並感受到國家給香港青年提供了許多機
遇和空間：「回港後，我將會好好利用這些網
絡，考慮怎樣幫助香港青年在內地展開創業和有
關事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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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政雙邪」游蕙
禎、梁頌恆，和「瀆誓四丑」中的羅冠聰、姚松炎，此
前被法院裁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令九龍西、新界東
和港島3個地區直選議席，及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
園境界1個功能界別議席懸空。選舉事務處昨日宣佈，
4個議席的補選將於明年3月11日（周日）舉行，提名
期由明年1月16日開始，至1月29日結束。
由於「瀆誓四丑」中的梁國雄及劉小麗稱會就被裁定

喪失議員資格一事上訴，九龍西及新界東另外兩個議席
的選舉將於稍後處理。
政黨與政黨之間，以至政黨內部因是次補選發生內

訌。原表明有意參加新界東補選的民主黨大埔區議員區
鎮樺，日前宣佈為「顧全整個『泛民主派』的大局」而
退出反對派「初選」，民主黨則稱會在「初選」時支持
新任工黨主席郭永健。有政界人士分析，區鎮樺一直與
同黨的新界東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唔妥到出面，加上該黨
評估過區的勝算不大，為免一直與該黨有仇口的「新民
主同盟」范國威在「初選」出線，故寧願支持較友好的
工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慶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提名期下周一結束，
爭取連任的立法會議員廖長江、馬逢國，公
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曉明
等昨日報名。聯泰集團行政總裁、敬言仁基
金主席陳亨利，前藝人鄺美雲，香港律師會
前會長林新強及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季霆剛
則首次報名參選。
廖長江指出，國家已進入新時代發展的重

要歷史節點。他期望繼續透過人代工作完善
國家發展建設、法治、及社會管理；盡力完
善與香港基本法有關的制度，確保在「一
國」的基礎上，「兩制」可得到充分保障；
推動兩地交流合作，促使香港把握「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國家發展機遇。
鄺美雲則表示，自己參選是希望「以生命
影響生命」，成為香港與內地溝通橋樑，凝
聚共識，特別希望更多香港學生到內地學
習、交流及服務，促進互相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港
大新校長遴選工作正在進行，校長
馬斐森日前才公開表示現階段未能
公佈詳情。有反對派媒體疑似取得
內部消息，率先爆出港大校長遴選
委員會決定推薦美籍內地學者張翔
為校長人選，更以其內地背景大做
文章。有反對派議員借此說長道
短，圖干預校長遴選。港大重申有
既定程序遴選和任命新校長，任何
公佈均須於所有程序完成後。身兼
港大校委會主席的遴選委員會主席
李國章則確認委員會有保密協議，
並批評洩密者「無誠信、無道
德」。
馬斐森將於明年1月底離任港大

校長一職，他日前出席學生會舉行
的「大學管理層問政大會」時已明
確指出，雖然校長遴選委員會已有

候選人清單，但未能透露人選身份
及數目等詳情，亦暫未有公佈日
期。豈料親反對派媒體取得不明來
歷消息，昨日報道遴選委員會周四
以七票比四票，推薦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UC Berkeley）機械工程學
系Ernest S. Kuh講座教授、美國國
家科學基金納米科學及工程中心主
任張翔為港大下任校長唯一人選。

葉建源示範雙重標準
報道更進一步透露張翔提交的建

議書中，提出港大應面向內地，主
動尋求國家教育部及內地不同大學
接觸，獲得大部分成員認同，又提
到另外3名落選者，包括一名港大
現任教職員，及兩名分別來自英國
及美國的學者，煞有介事稱其中一
名非華裔學者表明港大校園可討論

「港獨」，並引述李國章認為兩名
外國學者並不適合港大，最終拍板
推薦張翔。
消息一出，反對派中人乘機「抽

水」，立法會教育界議員葉建源一
方面宣稱遴選委員會有嚴格保密機
制，「帶頭盔」指自己「不可透露
自己投票的理由及其他詳情」，卻
又隨即「漏口風」稱自己並無投票
予報道當中那位人士」，暗示張翔
並非其心儀選擇，對洩密一事則只
輕描淡寫帶過。
不過，在昔日香港大學副校長任

命風波中，當時的唯一候選人陳文
敏因機密資料遭提早披露作為證據
而被批評時，葉卻口口聲聲質疑有
人蓄意將機密文件外洩，今次面對
類似情況態度卻是大相逕庭，完美
示範何謂雙重標準。

港人代提名下周一結束DQ補選 1月16日起接受提名擬聘華學者掌港大 反對派又大造文章

■王志民近日分別向廣東社團總會、福建社團聯會及
香港六大商會等團體負責人，介紹中共十九大有關情
況。圖為他早前向港區全國人代宣講十九大。

資料圖片

■何靖向香港廣西社團總會宣講十九大精神。
中聯辦網站圖片

■張建宗在
北京接受媒
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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