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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梁振英要以民生建和諧 倒梁公然叫囂違法遊行

井水集

今天是二○一三年元旦，在此先祝
各位讀者、全港市民新年愉快，身體健
康。

在此送舊迎新之際，如果要問一下
廣大市民，新的一年裡有什麼願望？相
信大多數人的答案都會是生活好一點、
爭拗少一點，樓價不要再 「癲」 ，加風
不要更烈。

安居樂業、搞好香港，是每一個香
港市民最卑微、也最強烈的願望。但僅
僅是如此克制的一個願望，在反對派的
惡行干擾下也不能夠得到實現和保障。
就在今天，他們還要發起什麼 「倒梁大
遊行」 ，令冬日陽光下新年第一天的街
頭又充斥各種叫囂和惡語，部分不值
反對派所為的正義市民為此也準備走上
街頭，發出支持梁振英政府依法施政和
團結建港的正面聲音。

香港需要和諧，二○一三的香港更
需要和諧。一個缺乏和諧的社會是不可
能幹成任何好事、大事的。回歸以來反
對派對港人犯下的最大的罪惡，就是破
壞了這個社會的基本和諧。反對派採取
了一切惡搞、謾罵、挑釁的手段，將社
會上的和諧氣氛破壞殆盡，甚至殘酷到

將對抗對立、不和諧的仇視種子散播到
所謂「反國教」的年輕人當中， 「學民思
潮」 成員前天出動吊臂車在鬧市懸掛大
幅標語，上寫「打倒梁振英，重奪普選權
」 。香港幾時有過普選權，難道港英殖
民管治時有「普選港督」？香港又幾時失
去了普選權而需要「重奪」？全國人大常
委會已同意特區二○一七可以普選特首
、二○二○可以普選立法會，新一年的年
中特區政府就會向立法會提交普選方案
並諮詢公眾，任何真正關心香港和有中
國人當家作主骨氣的年輕人屆時都可以
對普選提出意見，又何來「重奪」？更如
何談得上要「倒梁」才能「重奪」？可見反
對派破壞和諧惡行對年輕人戕害之深。

二○一三年，梁振英政府要扭轉乾
坤、重掌大局，首要的一件事就是構建
和諧。只有在社會各階層、界別、行業
市民中爭取把政府 「施政為民」 的決心
、做法和誠意都講清楚，爭取在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上幹出幾件實事，以及在
普選問題上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那麼
，政府和市民之間就會有共同的語言，
就有了可以溝通、對話和合作的基礎，
而不會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把市民對

經濟、民生的訴求扭曲為政治訴求、扭
曲為對他們抗中亂港的支持，市民和政
府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支持
，社會和諧才會得以重光天日。

而梁振英政府要在二○一三年重建
和諧，並非不可能之事。其中最有利的
條件是 「國家好」 和中央對港的支持。
這是香港社會 「和諧之本」 和一切發展
進步之源， 「十八大」 之後以習近平為
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已經重申 「一國
兩制」 方針不變，並堅定支持特首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任何妄想或叫囂 「倒
梁」 和 「抗紅」 的不和諧、反和諧圖謀
都是注定要失敗和不可能得逞的。

中央支持之外，梁振英要構建和諧
「重奪」 施政主動權的另一有力 「武器

」 ，就是切切實實的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包括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和人民幣境外結算中心的地位，
以及即將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更
多惠及中產、基層生活以及關顧弱勢、
扶貧恤老的具體措施。市民眼睛始終是
雪亮的，反對派破壞和諧只能靠政治搗
亂，梁振英政府構建和諧則要靠經濟民
生，優勝劣敗是高下立見的。

今日是二○一三元旦，市民本應
歡歡喜喜、平平安安迎新年，但反對
派又掀起反政府惡浪，組織 「倒梁大
遊行」 ，而且揚言要衝擊警方的維持
秩序措施和安排，情況令人憂慮，一
個快樂的元旦節日隨時會變成暴力衝
突的場面。

反對派 「民陣」 等遊行組織者，
用心是極其惡毒以及令人震驚的。他
們為了煽惑更多不明真相的人參加他
們組織的遊行，故意把愛國愛港團體
慶祝元旦、支持政府施政保民生的活
動說成是 「打對台」 ，製造緊張對立
的氣氛，今日的遊行集會上，只要有
人帶頭搞事，甚至冒認對方群眾而故
意挑起事端，場面隨時一發不可收拾
，令人擔憂。

另一方面，警方為了更有效加強
管理，日前已經宣布遊行途中主辦團
體不能擺 「街站」 ，包括不能籌款和
賣東西。這些措施，是大有必要的，
一來過去多次集會遊行已有不良紀錄
在先，這些 「街站」 會阻塞通道、積
聚人群，還會造成互相擠佔的局面，
對遊行安全是不利的。而且，這些所

謂 「街站」 籌款、賣物得到的款項缺
乏管理、去向不明，遊行人士掏腰包
也不知捐給了什麼團體和用途，其實
是完全違反公眾場合籌款活動必須事
先申請、事後申報的規定的。

但是，反對派 「民陣」 等連日已
公開揚言，今日遊行途中會繼續擺 「
街站」 ，如果警方到來執法，他們就
要 「公民抗命」 ，還指警方蓄意打擊
和限制基本法保障的遊行自由。

這真是騙人的鬼話。無疑基本法
白紙黑字保障港人的遊行集會自由，
但這種自由不是違法的自由、不是衝
擊警方防線的自由、更不是破壞社會
安定繁榮的自由。

因此，對於今日的元旦遊行，不
少市民都已表示擔心和關注。如果反
對派出於抗中亂港和搞亂香港之心，
不惜以遊行民眾、青年學生為 「芻狗
」 ，驅使他們去衝擊警方的防線，反
抗警方依法取締擺 「街檔」 ，因此而
引起秩序大亂、造成暴力衝突，則一
切後果必須由 「民陣」 等反對派負責
，包括依法追究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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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消息：胡錦濤新年賀詞向全國各族人民，
向香港同胞和澳門同胞，向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向
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朋友們，致以新年的祝福！祝大
家在新的一年裡幸福安康！

賀詞說，201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取得顯著成績的一年。中國人民同心協力、攻堅克難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呈現穩中有進的良好態勢，各項
事業全面推進，人民生活持續改善。中國繼續開展全
方位外交，加強同各國的交流合作，積極參與解決國
際和地區熱點問題，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了新的貢
獻。

2012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具有重大而深遠意義
的一年。前不久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
大會和十八屆一中全會，描繪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
深化改革開放的宏偉藍圖，順利實現了中國共產黨中
央領導機構新老交替。當前，中國各族人民正緊密團
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萬眾一心
，銳意進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

維護民族根本利益
賀詞說，2013年，中國政府和人民將高舉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轉
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繼續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
總基調，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為實現黨的十八大確定的目標任務開好局、起好步。
我們將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深化交流合作，促進香港
、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我們將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造福兩岸同胞，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

和平發展決心不變
當前，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和平、

發展、合作、共贏是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各國相互
依存日益緊密。同時，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
經濟低速增長態勢仍將延續，一些國家和地區動盪不
安，世界仍然很不安寧。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世界和
平與發展需要各國人民同舟共濟、共同推進。中國人
民始終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堅定力量。無論國際
風雲如何變幻，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
決不會動搖。中國將一如既往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
基礎上積極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積極推動採用和

平方式妥善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努力促進世界
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賀詞說，我相信，只要遵循各國人民意願、順應
世界發展潮流，大家共同努力，就一定能把世界和平
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就一定能把各國人
民福祉不斷提高到新的水平。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三十日消息：2013年新
年京劇晚會30日晚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黨和國
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
山、王岐山、張高麗，與首都近千名群眾一起觀看
演出，喜迎新年的到來。

夜幕下的國家大劇院流光溢彩、夢幻迷人，戲
劇場內暖意融融、笑語飛揚，洋溢節日的喜慶氣
氛。19時45分許，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來到晚
會現場，同前來觀看演出的老藝術家們一一握手，
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在熱情奔放的《迎春曲》中，晚會的帷幕徐徐
拉開。晚會上，既演唱了《鎖麟囊》、《罷宴》、
《狀元媒》、《太真外傳》、《赤桑鎮》、《四郎
探母》、《穆桂英掛帥》等經典名段，又演唱了新

編京劇《建安軼事》、《韓玉娘》、《江姐》、《
貞觀盛事》選段，還表演了武戲《梁紅玉》選段。
讓觀眾領略到京劇藝術不同流派的無窮韻味，展示
出京劇藝術推陳出新、百花齊放的喜人景象。

「我們迎初升的太陽，走在嶄新的道路上
……」京劇《走向復興》，以鏗鏘有力的旋律、激
情奔放的唱腔，表達了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而奮鬥的堅定決心和壯志豪情，把晚會推向高潮。

整台晚會京劇名角、梨園新秀雲集薈萃，經典
唱段、新編劇目精彩紛呈，集中展現了京劇藝術歷
久彌新的永恆魅力和創新發展的蓬勃生機。梅葆玖
、尚長榮、李維康、于魁智等藝術家和演員的精湛
表演，贏得全場觀眾陣陣喝彩和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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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習李新領導集體全面開
始治國理政的第一年。中國的政治、
經濟、社會、外交等各個領域將迎來
大量機遇，同時又面臨一系列嚴峻
挑戰。如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啟動新
一輪改革，如何推動經濟轉型為中國
經濟增長尋找新動力，城鎮化如何深
入破題，都將直接關係到是否能在
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在2012年12月
31日最後一次會議聚焦反腐敗工作，
而習近平在2013年1月1日的《求是》
雜誌則提出了2013年高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偉大旗幟、加強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理論體系學習實踐、全面推進建
設小康社會、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進黨建、深化改革開放等六大方面
工作。這一前一後的銜接呼應，擘劃
了習李體制2013年的施政路線圖。

繼中共中央領導機構換屆之後，
2013年3月的全國 「兩會」將進行國
家領導人的換屆，產生新的國家主席
、國家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國
家中央軍委主席和兩高負責人。新當
選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將履任新職。而
國務院將進行新一輪政府機構改革，
進一步理順體制、職能。

在2013年，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將
舉行兩次全會。二中全會將討論醞釀
新一屆國家機構組成人選，而三中全
會將正式拉開本屆中央委員會研究大
政方針的帷幕，按照此前中央經濟工
作會議的安排，三中全會極有望明確
提出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時間表

，回應社會各界的企盼和預期，也將為收入分
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各項具體改革提供有
指導意義的頂層設計。

2013年也注定將是中國科技的豐收年，載
人航天、探月、深海探測等重大科技項目都將
邁出新步伐。天宮一號將與神舟十號載人交會
對接；嫦娥三號將在下半年擇機發射升空，實
現中國的登月夢想； 「蛟龍號」將到在南海開
展探測，進入實質性應用階段。科學技術的大
踏步前進，將對經濟社會發展和維護國家安全
，產生重要的戰略支撐作用。

中國外交同樣值得期待。在2012年，中國
、美國、俄羅斯、日本、法國、韓國等主要政
治體都進行了大選或領導人換屆。2013年，習
近平、李克強在國際舞台上打交道的對象將是
美國總統奧巴馬、俄羅斯總統普京、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法國總統奧朗德、韓國總統朴槿惠
。在會見有關外賓時，習近平已明確表示，
中美關係應積累正能量，而優先發展中俄關
係戰略定位不會改變。在釣魚島問題上，
他亦強硬地要求日本懸崖勒馬。這些表
態，勾勒出了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框
架。

【本報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12月31日通過中國國際廣播
電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發表題為《攜手促進世界
和平與共同發展》的新年賀詞。他指出，中國將積極推動採用和平
方式妥善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努力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
續、平衡增長，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出席京劇晚會 觀看《走向復興》

七常委與民喜迎新年

胡錦濤胡錦濤：：促港澳繁榮穩定促港澳繁榮穩定

▲12月31日，江西省九江小學的學生額頭貼蛇
形節慶圖案，手拿新年飾品在印有 「2013」 字樣
的展板前拍攝合影 新華社

▲新年前夕，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題為《攜手促進世界和平
與共同發展》的新年賀詞 新華社

▲12月30日晚，2013年新年京劇晚會在北京國家大劇院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
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與首都群眾一起觀看演出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