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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多個煽暴組織
指稱中央政府「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承
諾」，「未有在香港落實『雙普選』」，煽動
學生上街。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fb發帖，
指《中英聯合聲明》並沒有規定普選這回事，
但香港竟有中學生對《中英聯合聲明》的基本
內容也不知道就上街，「我們能無動於衷
嗎？」
「港獨」組織「學生動源」日前以「沒有

『雙普選』就是違反《聯合聲明》」為由，煽
動中學生上街築人鏈。梁振英在帖文中指出，
這次活動竟然有數百名學生參加，但接受媒體
採訪的學生，都不知道《中英聯合聲明》沒有
規定普選這回事。

梁振英：訂明協商產生特首
「中國政府通過《聯合聲明》收回香港是近

代的頭等大事，中學生竟然對《聯合聲明》的

基本內容也不知道就上街，我們能無動於衷
嗎？」他說。
梁振英在另一帖文中還指出，無論是《中英

聯合聲明》還是香港基本法，兩者關於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的條文都有「或協商產生」五個
字。「『協商產生』行政長官既不違反基本
法，也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
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還在

帖文中，針對暴徒聲言要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8．31決定」，並在
「五大訴求」中提出「立刻落實雙普選」，分
享了基本法中有關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中央
權力和香港高度自治三者之間的關係。
他指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和外國的普

選的根本性分別，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並非
主權國家。雖然外國城市也會普選產生市長，
但包括倫敦市長、紐約市長等，外國任何一個
城市的市長的權力均小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雙重授權」讓港享高度自治
梁振英解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除了要得到

選民授權外，還要得到中央政府的額外授權，
而在這「雙重授權」下，行政長官才有了高於
倫敦市長、紐約市長等的權力，讓香港擁有倫
敦和紐約等城市沒有的高度自治。「換句話
說，香港要享有高度自治，中央在行政長官產
生過程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包括在《聯合聲
明》和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
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以及

基本法規定：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必須得到
全國人大的『批准』。」
他續說，如果在行政長官產生過程中撇開中

央政府，就會同時失去中央政府的額外授權，
沒有這額外授權，香港的行政長官就降級至只
有倫敦和紐約等市長的權力。「如果香港人願
意將高度自治降級成倫敦和紐約等城市的一般
自治，我相信馬上在下一屆或下一次實施『公
民提名、普選行政長官，不必中央行使實質任
命權』，絕對沒有問題。」

有人圖「去中央化」推「獨」
「這是魚與熊掌般的選擇題。香港不能又要

高度自治，又在行政長官產生的過程中撇開中
央政府，魚與熊掌不可兼得，30年前起草基本
法時已有定論。」梁振英說。
他質疑，有人既要撇開中央政府，又要香港

有高於倫敦、紐約的自治權力，「不能宣之於
口的答案就是逐步『去中央化』，香港多數人
屬意的行政長官人選中央政府不得不任命；其
他事不必中央政府授權、批准，也不能反對。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句話接着
就名存實亡，最終『香港變成主權國家』，這
就是『獨立』。」
梁振英並反駁有人聲稱「我們不是要『獨

立』，只是要民主」的說法：「他們心中的『民
主』，不是地方性民主，而是『主權性民主』，
顛覆了香港地方性民主的基本屬性。在這個問題
上，有些人是真糊塗，另外一些人是裝糊塗。」

學生被煽築人鏈 不知《聯合聲明》無普選

■近日有中學生被煽動上街築人鏈。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我們都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人
的香港，我們絕對不會讓『顏色革命』
在香港得逞！」世界衛生組織榮譽總幹
事、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大會主
席陳馮富珍昨日在山東青島表示，目前
的頭等大事就是要依法止暴制亂，又強
調香港需要的是對話而非對抗，對話是
解決一切紛爭、尋求最優解決方案的不
二法寶。
在昨日舉行的2019年世界華人醫師年
會上，陳馮富珍以《只有心平氣和對話
才能找出解決方案》為題發表講話。她
首先說到，住在不同地方的家人回家團
聚，往往第一句問候都是「還好嗎？」
「最近怎麼樣？」因為她從香港回來，
今次聽到這樣的問候格外多，「家人
們」的目光也格外關切。

「顏色革命」致民不聊生
「我所見到的發生過『顏色革命』風
波的國家，沒有一個有好的結果。」陳
馮富珍十分痛心地發現最近香港的風
波，甚至已經初步具備一些「顏色革

命」的特徵。她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工作期間，正好遇到北非的幾個國家都
發生了「顏色革命」，而她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利比亞。
利比亞出產石油，曾是北非最富有的

國家之一。「顏色革命」以及至今仍繼
續的內戰，令利比亞陷入無政府狀態。
時至今日，利比亞的老百姓仍然衣、
食、住都得不到保障。
陳馮富珍說，她今天又講起這個故

事，是因為不想香港也變成這樣。「我
們都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人的香港，
我們絕對不會讓『顏色革命』在香港得
逞！」

維護「一國兩制」底線
如今，香港局勢正出現一些積極的變

化，但情況依然複雜嚴峻，有人向警察
投擲燃燒彈，有人在機場騷擾普通乘
客，甚至發生過幾次毆打記者和旅客的
情況……陳馮富珍說，這些人的所作所
為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法律制
度下都是暴力犯罪，可以說現在已經到
了維護「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維護香

港繁榮穩定的重要關頭。
上個月，國務院港澳辦和中央政府駐
港聯絡辦在深圳共同舉辦香港局勢座談
會。「我們每一個與會者都完全同意眼
下的重中之重、頭等大事就是要依法止
暴制亂。」陳馮富珍相信這也是廣大老
百姓的願望，畢竟誰願意眼睜睜看着自
己的家園被毀掉呢？

籲市民挺政府止暴制亂
怎樣才能止暴制亂？陳馮富珍表示，

就是要每一個人都挺身而出，通過各種
渠道對暴力和動亂說不，站出來守護我
們的家園；就是要挺特首、撐警察，令
香港盡快恢復穩定，然後坐下來心平氣
和地溝通，修補社會撕裂，回歸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的正途。
陳馮富珍在世衛組織工作了14年，她

說，在世衛組織的平台上，194個國家及
地區都各有立場，都在為自己爭取最大
的利益，要尋求共識、找出方案，就要
通過反覆對話。
「我的經歷告訴我，對話是解決一切
紛爭、尋求最優解決方案的不二法

寶。」陳馮富珍說，現在香港需要的是
對話，而不是對抗。如果只對罵、拒絕
對話，如何達成社會共識呢？沒有規
矩、不成方圓。就算有不同意見，也一
定要遵守法律，要通過對話來要求政府
改革及多聽老百姓的訴求，找出解決社
會深層次矛盾的方案。如果不停一停、
想一想、談一談，只是一味地搞亂香
港，哪有機會找出最大公約數呢？
陳馮富珍說，在世衛組織，194個不同
利益訴求的國家及地區都能通過對話找
出方案，香港也絕對可以通過對話達成
社會共識，浴火重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特
首林鄭月娥早前宣佈會以三種形式展
開對話，而首場「社區對話」將於周
四（26日）舉行。全國政協委員林大
輝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對話
應持續及「遍地開花」地進行。
特區政府將於周四在灣仔伊利沙伯

體育館舉行首場「社區對話」，特首
和部分主要官員屆時將會出席。對話
會名額為150人，由有興趣的市民自
由報名參與。
林大輝昨日指出，林鄭月娥周四舉

行對話會的目的，是希望走出困局，
故政府需要在全港18區不斷舉辦「社
區對話」，要持續及「遍地開花」地
進行，「即使做到農曆新年也要
做」，才能找到打開困局的鑰匙。
他續說，特首應該與所有司局長一

同出席對話會，因為特首能回答的範
圍有限，不能就每一個範疇作出深入
回應。除了司局長要提前做好準備工
夫外，整個團隊包括官員及行會成員
都要努力。
就有人聲言由於近期風波而想移

民、離開香港，或送子女到外國讀
書，林大輝認為，目前的情況雖會持
續一段時間，但不會持續一世，倘不
給予政府機會，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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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社會紛爭已持續3個多
月，目前政府及警隊正採取

更果斷的措施，警方前後拘捕一
千多名非法示威者，梁振英表
示，這次的紛爭正呈現反覆向下
的趨勢。香港警隊的表現非常
好，特區政府及市民也要給予更
多的支持。
香港特區政府持續展示對話的
誠意，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期還
將與主要官員深入社區開展一系
列的對話。梁振英表示對話非常
必要，但對話應是一種雙向的交
流，建議特區政府在多聽各方面
意見的同時，有必要藉此機會把
特區政府的立場闡述清楚。

違法者應承擔法律後果
「應抓住這個機會正本清源，
不能讓一些謠言在社會上誤導市
民。」梁振英說，例如政府絕對
不能接受違法暴力行為，基本法
對「雙普選」的規定等要講明
白。梁振英強調，香港是一個法
治社會，無論是涉嫌非法集會或
暴亂等，違法者都應承擔法律後
果。
梁振英認為，當前事件對香港
社會未來發展將有深遠影響，香
港社會正集聚非常大的改變動
能。「關鍵是我們能夠將這個能
量引導好；這個能量引導好了，
將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利。」

港仍發揮獨特重要作用
住房問題被視為當前香港的核
心經濟民生議題；香港是一個住
房極為緊張的城市，但城市土地
開發強度僅百分之二十幾。梁振
英表示，應藉着當前的社會能量
轉化為解決房屋供應、土地供應

的動力。
當前事件對香港的經濟造成一定

負面影響，但梁振英依然對香港未
來發展抱有信心。「在粵港澳大灣
區乃至國家的發展大局當中，香港
依然可以發揮國際化的獨特重要作
用。」梁振英稱，香港的國際金
融、航運以及貿易三大中心的地
位，最突出的就是國際化優勢。
相比深圳鹽田港、廣州港，香

港貨櫃碼頭的集裝箱吞吐量排名
是下跌的，「那香港這個國際航
運中心怎麼辦？！」梁振英以英國
倫敦為例，倫敦並沒有海港，但
依然是國際知名的航運中心，因
為倫敦可以提供眾多高產值國際
航運服務，如船舶買賣、租賃、
保險、融資、註冊以及有關法律
服務等。

可仿效英倫提供航運服務
「香港的集裝箱吞吐量世界排

名第七，但在香港註冊的船舶噸
位數世界排名第四；我們完全可
以在辦公室為全世界尤其是中國
內地的船舶和碼頭提供多種服
務。」梁振英表示，在國際金
融、貿易等領域，同樣可以開發
出很多新的和更高產值、配合國
家需要的功能。
「現在需要更多的積極的因素

出來，如國家投巨資建的港珠澳
大橋，可開放讓香港單牌車經大
橋進入大灣區。」梁振英憧憬
道，周末港人帶着家人就可輕鬆
駕車去珠海、中山等廣東城市休
閒度假，既可促進消費，也可以
讓更多港人可以近距離了解灣
區，對於各方面都是利好。「當
前的局面，需要更多正面利好的
消息來實現破局。」

香港文匯報訊 「暴力活動令香港經濟受損，國際形象及

聲譽也受到很大影響，但我們爭取讓過去3個月的種種壞

事能最終變好事。」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前

行政長官梁振英在香港接受中新社專訪時表示。他說，應

該抓住這個機會正本清源，香港社會正集聚非常大的改變

動能；他對香港在國際間的獨特地位很有信心。

連日來暴力分子的眾多非法行
為令社會憤慨。今年8月，全國
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個人社交網
站懸紅緝兇，其中扔國旗和塗污
國徽的暴徒懸紅賞金高達100萬

元，同時還和其他人成立了「803基金」。
「這一舉措效果不錯！」梁振英在接受中

新社訪問時介紹，自己雖然沒有積極募款，
但社會各界反響踴躍，「款項絕對沒有問
題，現在還有朋友要參加。」另一方面，香

港很多市民紛紛撥打電話舉報線索、提供信
息。
梁振英透露，基金很快將在33宗個案懸紅

的基礎上，開展第二波行動。「我們希望徵
集這次運動背後資金及物資流向等的信
息。」梁振英稱，希望能夠收集到更多更完
整的資訊，提供給特區政府，幫助還原整件
事情的真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803懸紅緝兇將擴至支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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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接受中新社專訪。 中新社

■陳馮富珍（左二）獲頒授「世界傑出
華人醫師終身成就獎」。 主辦方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