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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的畸形心態

政客沒有原則，眼中只有利益。而香港的反對
派不僅沒有原則，言行可以一日三變，更是擁有畸
形的雙重性格，一面是道貌岸然的 「民主鬥士」，
另一面則是陰險的 「政治無賴」。當他們批評特區
政府、批評特首曾蔭權，這種畸形心態更是表露無
遺。

剛過去的周日，反對派發動了一場 「聲勢浩大
」的遊行，參加人數被聲稱高達六千人。遊行的目
的，按打出來的標語是 「踢走爛攤子 還我真普選
」，並將特首選舉開始以來發生的一系列問題，歸
咎為 「選舉制度的不公平」；同時還將特首曾蔭權
被捲入的利益衝突風波，連帶講成是 「制度原因」
，因此除了羞辱批評曾蔭權外，還不忘朝普選制度
「抽水」。

如果有遊客剛巧路過，看到遊行的一幕，難免
會上當，以為反對派果然是香港的 「民主鬥士」、
反對不公制度的 「香港良心」。但這正正是反對派
偽善的一面。慣常用高得不能再高的政治道德口號
，來掩飾其真正的政治目的。如果反對派不是吃了
「健忘草」的話，他們應該記得，幾個月前才通過共
識，共同推舉民主黨的何俊仁參選特首選舉，並曾
聲嘶力竭要求一千二百名選委投他一票。如果這場
選舉真的如他們口中所言，為何還要如此積極參選
？到底是他們口中的冠冕堂皇的政治口號，還是實

實在在的選舉操作？所謂的 「通過參選來揭露小圈
子的醜惡」的藉口，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政治把戲。

遊行中叫得最響的 「還我普選」，更是假的不
能再假的政治噱頭。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已作了明確
決定，本屆特首是最後一次由選委選出，下一屆也
即二零一七年已是全民一人一票普選。反對派明知
如此，仍不顧事實刻意要誤導公眾。到底是當市民
白痴，還是又一次的掩耳盜鈴？

而在這麼多反對派團體中，公民黨的標語可算
最為 「出位」，一張畫了曾蔭權的 「通緝狀」，配
上八個大字： 「貪威識食 罪大惡極」。人所共知
公民黨主要成員是大律師，而他們創黨的口號，就
是要維護香港的法治。但如此 「未審先判」，肆意
抹黑個案當事人的做法，難道就是高尚的大律師所
為？公民黨平日慣常擺出一副 「法治代表」之態，
但實際上做的恰恰是損害香港法治的行為。

從 「雙非」、 「自駕遊」，到港珠澳大橋、菲
傭居港權一案，反對派無不以畸形的雙重性格示人
。一方面極力掩蓋自己的政治責任、掩蓋自己才是
始作俑者這一事實，另一方面又站在道德高地，強
辭奪理、惡人先告狀般地瘋狂批評中央和特區政府
。但無論他們如何掩飾、如何編織謊言，其真正用
意早已被人看穿。所有的舉動，目的只有一個，但
絕不是 「民主」二字，而是赤裸裸的 「選舉利
益」，為了九月份立法會選舉的 「既得利益」
，更是為了 「選票」！說白了，他們不過
是一群 「政治無賴」而已，儘管偽
裝得如此高尚。

青年政策的根本
——給下屆特區政府的公開信

劉迺強

香港的未來，就是年輕人的未來。在談任何的
長遠規劃前，我們應該看一下全球性的基本趨勢。

三種巨大的全球性力量正在重塑目前社會的發
展形態。第一種力量來自蘇聯解體及共產主義聯盟
和意識形態土崩瓦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蘇聯由最
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搖身一變，成為動力強勁的資本
主義國家俄羅斯。社會主義國家全面地重新投入全
球資本主義體系，使得資本主義最後的緩衝帶蕩然
無存。最近十來年，我們看見資本主義的矛盾越來
越不可調和，金融危機一浪接一浪，每一浪都比前
一浪強勁。

第二種力量就是全球化，主要表現為極其複雜
的資金、資源、產品及消費需求的全球網路飛速發
展。中國能否擺脫過去粗放式發展方式，升級轉型
，合理佔有價值鏈中應得的一份，是 「富起來」的
關鍵一步。同時，歐美的消費模式不可持續，中國
要崛起，還必須找到一種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道路和
低排低耗的消費模式。香港作為全國最先進和富裕
的地區，理應身體力行，尋找出路。這既是為國家
做貢獻，也是在回應 「八十後」 「新社會運動」的
訴求。

第三種力量是全球性人口變遷。過去半個世紀
，所有發達國家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都經歷了從生
育高峰到生育低谷的變遷。伴隨着老齡人口空前增
多的，是相對就業人數的空前減少，這種現象是史

無前例的。今天的二三十歲青年，有兩個極大的機
遇：第一是中國騰飛，進入盛世，當中的機遇，不
單是全港的，全國的，更是全球的。香港 「四○後
」、 「五○後」當年的機遇來源之一是人口膨脹，
而 「八○後」、 「九○後」未來的機遇卻在於人口
老化和勞動力短缺。現在他們覺得工作機會少，上
位難，但再過幾年他們會十分搶手：不光是香港搶
手、全國搶手，更是全球搶手。

隨着勞動人口的減少，虛擬經濟必然不可持續
。要避免 「硬着陸」，我們應該主動抑制。炒風過
後，加上人口減少，住房等根本就不是問題。以上
三個趨勢，無非告訴我們 「向左走」是唯一的選擇
。無論是全球還是中國， 「新左派」和社會民主思
想已經開始大行其道。即使在香港本地， 「社會公
義運動」也成為不能忽視的力量。青年人閱歷淺，
往往以為前路茫茫，所以只能使用激烈的、非建設
性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訴求。主流社會的責任，在
於結合主觀願望與客觀的可能性。下一屆政府如果
看清楚世界未來發展的方向，並作出正確的選擇，
帶領香港進行再一次轉型──從金融中心變為可持
續發展創新中心──歷史會記你們一功。而給他
們一個怎樣的未來，這才是青年政
策的根本，綱舉目張，其他只是枝
節。 強強言言

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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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梁梁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昨日在競選網站的博客發表文

章指， 「實踐與經驗」 是下任行政長官的必備條件，重申自己是最合
適人選。而他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現在選情相當混亂，期望大
家更加聚焦去討論每一個候選人的政綱和民生問題。唐英年又呼籲選
委盡量履行選民的期望，選出合適的行政長官，不要投 「白票」 。

【本報訊】此前一直發布政綱諮詢稿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
昨將其 「終極政綱」 上載到競選網頁，當中新增了勞工界力爭的標準
工時內容，建議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立法工作，又提出要壯大中產，
設資訊及科技局和工商旅遊局，並在政制方面加入在二○一六年取消
區議會委任議席的內容。而梁振英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日後
願意與反對他的人溝通、合作。

唐英年昨日發表題為《經驗是一切》
的網誌，指自己從政二十年，九年前加入
政府工作，出任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其後
當上財政司司長及政務司司長。 「這些經
歷令我有機會將自己的理念，付諸實行，
與政府公務員全方位合作，推動施政。」

扶貧同時創造就業
唐英年回顧說，他出任財政司司長期

間，曾主催成立扶貧委員會並出任主席，
其後政府推出多項措施，包括社會企業、
兒童發展基金及跨區就業交通津貼等。唐
英年又指，他深信要解決貧富差距，在扶
貧紓困同時，要創造經濟活力及就業機會
，投資教育，增加社會流動機會，只要有
強大的中產階級，就會有強大的香港社會
。因此，他在二○○五年預算案中提出取
消遺產稅措施，在二○○七年開始削減紅
酒稅，及後在○八年正式取消。而在二○
○七年出任政務司司長後，他又致力籌劃
西九文化區發展工作，認為香港要維持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必須同時建設成為文化
中心，與倫敦、紐約並駕齊驅。

唐英年又指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最
近表示，落實 「一國兩制」、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及發展民主，是當前重要工作。
唐英年強調： 「香港目前正處於政治經濟
的關鍵時刻，所以 『實踐與經驗』是下任
行政長官的必備條件。要做好管治工作，
經驗、能力及團隊缺一不可。」

「今次選舉行政長官，事關重大」。
唐英年說，下屆行政長官在政治方面，要
落實二○一七普選行政長官，為其後普選
立法會打好基礎；在經濟方面，要繼續保
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配合內地 「十
二五」規劃，成為國家最有競爭力的城巿

；在社會民生方面，要壯大中產，增加社
會流動，進一步扶助弱勢社群，紓解社會
矛盾。他說，這些工作要成功落實，充滿
挑戰，未來的行政長官必須有足夠管治經
驗，有團隊協作經驗、有危機決策經驗，
重申自己是最合適的人選。

而唐英年昨日早上接受電台訪問時，
被問及對目前選情的評估，他說： 「宜家
選情相當之混亂，係呢個時候大家應該更
加聚焦去討論關於每一個候選人的政綱、
民生問題」。唐英年認為，社會上應該多
一些討論這些問題，屆時無論哪個候選人
勝出，他都能有更多資料就住那個政策去
跟進。

冀選委不要投「白票」
對於有選委聲稱會投 「白票」，唐英

年表示： 「我都係希望選委唔好投白票，
因為選民選選委出來，都係希望選委挑選
一位最能帶領香港未來五年的行政長官。
」他呼籲選委盡量履行選民的期望。

而由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擔任
主席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
委員會前日召開首次會議，唐英年表示，
期望李國能能夠訂出行政長官接受一些禮
物和款待的時候應該用什麼準則，他認同
這個準則應該相當嚴格，因為行政長官有
一個榜樣的作用，又指自己擔任政府官員
時對自己的要求是 「More than request
and than allowed（比要求和允許的標準
更高）」。

此外，唐英年昨日再被追問私生子傳
聞，他指事件涉及無辜第三者，不會再回
應。他表示，為自己過去的某些行為感到
悔疚，感謝太太的原諒，強調現時家人團
結支持他參選。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六日電】正在北京的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今日出席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團討論時，多次被傳媒問及，如何看香港特首選舉情況，彭清
華均以八個字回應說： 「公平公正，依法進行。」

彭清華談特首選舉：
公平公正 依法進行

梁振英的 「終極政綱」以早前的諮詢
稿作基礎，並針對不少範疇推出政策，更
在第一章便增加勞工界甚為關注的論述。
他提出由政府、僱主、僱員等相關持份者
組成專責委員會，研究標準工時的立法工
作及範圍，並關注僱員的超時工作情況，
以及改善工傷保障等，又會檢視最低工資
的成效。

設專責會研標準工時
在經濟方面，梁振英的政綱增加了壯

大中產階級的理念，與對手唐英年一直倡
議的壯大中產、增強社會流動的主張極為
相似。梁振英建議重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並分為資訊及科技局、工商旅遊局二局
，加強資訊科技、工商和旅遊的發展和政
策制定。

另一方面，梁振英首次寫上有關交通
的政綱，包括加快落實十大基建的交通項
目等。梁振英的政綱亦增加了不少民生和
社福的措施，建議政府以低息甚至免息的
貸款計劃，協助中產置業，又容許單肢傷
殘人士申請傷殘津貼，並設定孔教日和道
教日。針對近年出現保育私人建築物的風
波，他提出設立機制，考慮以換地或地積
轉換方式換取業權。此外，在政府管治上
，他建議問責官員的薪酬需與經驗和能力
匹配，但未有作進一步解釋。而在政制方
面，亦加入在二○一六年取消區議會委任
議席的內容。

梁振英亦在競選網站撰文指，本屆行
政長官選舉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至為關鍵。
「香港社會面對不少的挑戰，我們要齊心

一意，不畏艱辛，迎難而上，遇到困難就
要認真應付，遇上分歧就要包容協調。」

願意與反對者合作
對於有評論指今次選舉令建制派撕裂

，梁振英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就以 「打
波」來比喻這場選舉，他指打波要跟規矩
，是君子之爭，並準備在這場波打完之後
，大家一起去 「飲啤酒」。梁振英又說，
外界認為他 「離群」是錯覺，他表示自己
是一個很合群的人，日後如果當選，亦完
全可以與反對他的人合作。對於外界一直
關注梁振英是否共產黨員，梁振英說，不
應因為香港社會上有年紀輕或是年紀大的
人，被國家在某些問題上器重，就指他們
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背景，他重申： 「我
不是共產黨員。」至於他上任後是否會就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梁振英表示需要經
過充分諮詢。

被問到他如何為香港爭取民主，梁振
英表示，基本法規定中，寫入香港人有當
家作主，回歸後可自己選出立法會，直至
「一人一票」，他做了一定工作。他又指

，民主不只是雙普選，在現時制度的現實
下，他已盡了最大努力，亦做出一定成績
，令香港的民主成分較從前提高。

而獲得四大地產商提名的唐英年前日
指身為測量師的梁振英才是「與地產商有
千絲萬縷的聯繫」。梁振英表示，這是「一
竹篙打一船人」，有少少 「因人廢言，因
人廢事」，因為香港的建築師、工程師、
會計師和律師等都有為地產界和其他界別
做事。他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亦強調自己
公私分明，指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
好關注香港的房屋問題、民生問題，率先
在兩三年前提出要復建居屋，加快興建公
屋，而且提到加大土地供應的一些建議。

▲唐英年表示，特首選戰選情混亂，期望社會聚焦候選人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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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
選戰戰況激烈
，連遠在北京

也能感受到。在京採訪兩會的香港媒
體，只要見到香港的政界人士，便會
立即蜂擁上前 「扑咪」，而中聯辦主
任彭清華更是 「扑咪」的重點目標。

六日早上，彭清華在人民大會堂香港
廳出席港區人大代表的討論會，三次
被傳媒包圍追訪，連開會途中上洗手
間短短的十多米的路程，都被記者圍
得寸步難行，最後有記者索性站在洗
手間門口等候，生怕錯過任何 「扑咪
」的機會。

花絮

彭主任成港媒追訪目標

法律界論壇 梁無暇出席
【本報訊】法律界選委星期五晚舉辦行政長官選舉論壇，其中兩

名候選人唐英年和何俊仁已答應出席。梁振英競選辦昨日解釋，由於
梁振英要預留時間應付立法會西九調查，故未能接受邀請，他已經發
出電郵，向三十位法律界選委解釋原因。

法律界選委張達明昨日表示，對於梁振英曾答應出席論壇，但現
在以西九事件正在調查為由而缺席論壇，他對此感到失望。

特首選舉論壇發起人之一的陳智思慨嘆主持不好當： 「問問題好
講技巧，避免讓人覺得你故意 『放水』，講嘢特別小心避忌，至今未
知邊個係適合人選。」

而正在北京的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則表示，由於早前曾就特首
選舉表態，故認為自己並非適合的主持人，但會看過各候選人的辯論
會，才決定最後投票取向。

出席兩會前，范徐麗泰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在香港，與九十歲的媽
媽搭豪華郵輪鑽石公主號旅遊。她表示，看中很少有郵輪行程能在香
港上船，經台灣、日本、韓國、上海、大連，最後返回天津，上岸當
日剛好開人大常委會，時間、行程都十分貼合她的安排，並非故意避
開香港政圈。

【本報訊】多位來自不同界別的選委計劃於本月十九日聯合舉行
行政長官候選人答問大會，邀請全部一千二百名選委出席，一睹候選
人同台辯論的風采。目前已獲三位候選人，包括唐英年、梁振英及何
俊仁同意出席有關論壇。

為令是次大會在公平、公正及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籌辦此次活動
的發起人邀請了來自不同團體及界別，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及其他反
對派陣營的選委，加入籌委小組。

對於有關活動，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會長鄭耀棠表示，論壇可
讓候選人同台辯論，而非隔空指責，亦可讓選委和市民，有機會了解
各候選人的施政理念，作理性討論。他指，即使在選舉前一星期舉行
相信亦有時間讓選委考慮投票意向。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認為，此論壇可讓候選人同台
辯論，選委們作理性分析後再作其投票取向，是件好事，因此該黨表
示支持和協助籌組。全國人大代表王英偉指，選下屆行政長官是需要
看其政綱及治港經驗的。全國政協委員容永祺表示，三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同台辯論是好事，但對他來說不太重要，因為他早已有選擇候選
人的標準。

特首候選人答問會19日舉行

▲梁振英昨日發表完整政綱，針對多個範疇增加政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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