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九日 星期二A2要聞責任編輯：王麗萍
美術編輯：劉國光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陳錦輝
報道：對於中央領導人呼籲香港團結
支持特區政府施政，有全國人大代表
認為，是表達了中央對特區政府的信
任及支持，以及對特區的期望。有全
國政協委員相信，中央看到香港有政
黨不合作，因此呼籲市民上下一心，
並相信只有各界齊心，香港才能長遠
穩定發展。

「一國兩制」良好延續
身兼全國人大代表及體育、演藝

、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議員馬逢國說
，習近平的講話表現出 「一國兩制」
得到良好的延續，對香港日後的發展
發揮良好的作用。他認同習近平說希
望香港特區團結一致，解決當前的社
會問題，又認為這不單是對政府施政
提出要求，更是對市民講話，表達中
央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及支持。

對於習近平的講法是否 「挺梁」
，馬逢國認為這番講話絕對是表達國
家對政府的支持，同時亦有一定針對

性，是 「既要求，亦支持」，表達對
特區的期望。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陳鑑林表示，習近平的講話肯定了
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並點出香港市
民若不團結，仍有人挑撥和阻礙政府

施政，將令政府難以落實政策，而政
策亦不能得到成效。他相信，領導人
亦留意到香港議會內有政黨不合作，
因此才要強調團結的訊息，希望市民
上下一心支持特區政府施政。陳鑑林
又指出，中央政府過往一直支持香港
的經濟發展，特別是多次香港有難時
，中央政府都施以援手，市民應銘記
於心。

港府推新政要考慮周詳
身兼全國政協委員及工業界立法

會議員林大輝表示，面對目前經濟環
境的不明朗因素，梁振英穩中求變、
適度有為的施政方針是值得支持，不
過習近平的講話中提到 「等待落實」
，認為可能中央看到政府推出的政策
暫時未見良好的成效。他認為，習近
平講話一針見血，希望政府推出新政
時考慮可更周詳。

而對於習近平呼籲社會各界團結
一致，林大輝認為呼籲有遠見，只有
各界齊心香港才能長遠穩定發展。

習李會見梁振英語重心長
中央冀望港人齊心撐政府

▲全國兩會期間，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殷曉靜（右一）、唐英年（右二）參加分組討論 資料圖片

▲

全國人大代表、資深大律師譚惠珠表示 「對政府有信心」 ，圖為3月16日下午，譚惠珠（右）和全國人大
代表范徐麗泰剛參加完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六次全體會議返回駐地 中新社

關 昭

港台要當反政府喉舌？

井水集

廣播處長鄧忍光，近日遭到香港
電台部分員工的猛烈攻擊，事件已引
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不明白何以
作為公營電台的部門主管，不可以對
節目內容或製作事務提出意見，動輒
要被扣上 「干預編輯自主」 的帽子？

其實，事件又豈會 「空穴來風」
？香港電台少數人一直以來就已經視
由特區政府派來的政務官員、處長為
「眼中釘、肉中刺」 ，早就想去之而

後快。今次鄧忍光為某節目內容出現
德國納粹頭子希特勒的人物 「扮相」
而查究原因，要求編導解釋構思的由
來，就被 「工會」 主席麥麗貞等少數
人指為什麼 「思想檢查」 、 「干預編
輯自主」 ，乘機把事情鬧大。期間，
另一已屆退休年齡的高層施永遠，因
為未獲留任，也乘機聲稱 「受到政治
壓力」 ，加入圍攻，令事件火上加
油。

事實是，不要說鄧忍光只是嚴格
按照廣播處長職權執行工作，包括關
注到類似公然吹噓 「希魔」 這樣荒誕
的節目內容，就是主其事的不是鄧忍
光而是其他人士，早晚一樣會遭到針

對。因為在這夥人眼中，香港電台就
是他們的 「私人財產」 、就是他們的
「獨立王國」 ，不要說政府不能派官

員管理，就是連過問一下節目內容也
不行，否則就是 「打壓」 ，就是 「干
預」 ，就要 「群起而攻之、下台而後
快」 。

他們聲稱，香港電台不當 「喉舌
」 、不做 「政府電台」 ，因為港台經
費是由納稅人公帑支付的；這就怪了
，香港電台既然是由公帑支付，那麼
為何麥麗貞等人又可以將之視為私用
己有，要怎樣就怎樣，要罵特首、罵
政府就罵個夠，難道七百萬市民都同
意、都授權他們這樣使用政府公帑、
使用公營電台、使用社會公器的嗎？

當然，香港電台不是政府 「宣傳
機器」 ，它必須反映社會問題、反映
市民聲音，負起大眾傳播的責任；但
同時，香港電台是一個公營電台，對
政府的施政方針、政策、措施也負有
傳播、介紹之責，兩者應相輔相成，
並無必然矛盾。如今麥某等少數人要
把港台變為 「反政府喉舌」 ，市民絕
不同意。

社 評

中國夢能為香港帶來新機遇
港區人代熱議習李講話港區人代熱議習李講話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7日舉行的十二屆全
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發表演講，內容緊
緊圍繞 「中國夢」 ，他說， 「中國夢」 歸根
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
，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多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聽完習近平主席的演講，都感到非常振
奮，相信新一代國家領導人能為國家帶來新
政策、新思維、新機遇，帶領全國人民去逐
步實踐 「中國夢」 。

本報記者石璐杉、馮慧婷北京十八日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長譚惠珠表示，習近平的主要
施政方針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已經確立，今日他的演講主
要圍繞如何凝聚全國人民，去實現民族復興的 「中國夢
」，很有激情，也讓人倍感振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表示，中國過去百多年都
較落後，現在隨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綜合國力的提高，
有機會迎頭趕上，是很令人振奮的。他認為，在 「中國
夢」的實現過程中，香港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相信國
家發展得好，香港的機遇也隨之而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他對習近平主席的
講話感到非常振奮，希望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可以用新思
維、新政策將國家管理得更完善，也希望他們帶領13億
中國人民真正實現 「中國夢」。他又指，香港人也應該
積極參與到中國夢的實踐中，為國家發展做出應有的貢
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盧瑞安表示，習近平的
講話清楚指出了 「中國夢」的具體內容和實現途徑，給
人民以希望。他認為， 「中國夢」的實現任重道遠，需
要大家長時間的努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鐵夫說，習近平對 「中國夢」
的詮釋令人感到鼓舞。他表示，中國人需要一個精神支
柱， 「中國夢」的提出，是新一代的國家領導人反思過
去一段時間中國的發展經歷，而總結出來的新方向，相
信能為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促全面落實國家惠港措施
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7日在記者會上提到中央挺港

政策的 「大禮包」中的 「乾貨」要一個一個打開，才能
用好用足，還需要兩地的共同努力。有多位港區人大代
表認為，中央挺港政策的細節落實仍需逐步推進，解決
兩地合作中 「大門已開，小門未開」的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指出，僅就粵港合作而言，
廣東有三個特區：前海、橫琴和南沙，目的都是讓香港
企業和服務業投資，充分證明兩地合作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山認為，李克強所講 「大禮
包」裡的 「乾貨」，足證中央政府給予香港的政策 「沒
有水分」，是實實在在的措施，是對香港經濟、民生等
多方面的有效措施，但現時部分措施未能得到全面落實
，可能是香港與內地有關部門未有商討好，亦可能是香
港政府未有作出積極的回應，希望特區政府可更積極、
主動落實相關措施，為教育、專業服務、金融等多個領
域帶來新的機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則表示，國家對香港的支持
一直無減少，給予很多優惠政策，但關鍵在於香港如何
利用這些機遇，與有關部委商討政策的具體細節，才能
令措施發揮應有的效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商界立法會議員廖長江表示，
中央挺港政策已很清晰，但要落實，仍需要很多微觀的
方案，也涉及很多不同的部門。而李克強訪港時一共宣
布了36項挺港措施，未必能一次性消化，需要逐步推進。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鐵夫亦認為，香港應該更積極
地投入到國家的發展中，以好好利用中央政府給予香港
的優惠政策。他又表示，新一代國家領導人作風務實，
少講空話、套話，相信各項政策的實施都會有很大的推
進。

▲3月1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了來京列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
會議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 中新社

港澳內地守望相助共圓中國夢
北京兩會剛降下帷幕，習近平主席

、李克強總理上任伊始，昨日就分別在
中南海會見了到京列席 「人大」 閉幕禮
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及澳門特首崔世安，
以行動表達了對兩個特區、對港澳同胞
的大力支持和親切關懷，港人應該感到
高興和鼓舞。

兩位新任國家領導人會見特首，傳
達了多項重要訊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就是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不變，包括對港
的重視程度和期望、要求均不變。這一
訊息，可說是中央對港一貫政策的延續
，也是 「習李新政」 的一個重要決策。

中國夢，是習近平接掌中央黨、政
、軍大權以來在公開講話中用得最多的
一個形容詞，他要求自己、要求所有領
導幹部、要求全國人民都一起來構築和
完成這一個國強民富、公平社會、復興
中華的美好夢想，昨天，習近平通過梁
振英 「邀請」 全港市民也加入到這一個
「追夢」 的行列中去。

習主席說：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需要香港、澳門與祖國內
地堅持優勢互補、共同發展，需要港澳
同胞與內地人民堅持守望相助、攜手共

進。」 對港人來說，對復興中華、中國
夢這一類說法，可能尚不是很習慣；但
是，對香港的發展離不開內地、 「國家
好、香港更好」 等說法，還有為神舟天
宮會合、京奧百面金牌同感自豪等事實
則並不陌生。而分享國家殊榮、同為國
家盡力，正正就是習近平對港澳同胞提
出共建中國夢的具體要求和期許。

而對港人來說，與十三億人民一起
同築中國夢，並不是一件什麼非常困難
或不可能做到之事，港人只要繼續貫徹
落實好 「一國兩制」 ，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集中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推動民主、促進和諧，進一步鞏固和
發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人
民幣境外結算中心的作用，進一步加強
和珠三角地區的經濟合作，更好融入到
國家的 「十二五」 發展規劃中去，確保
香港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和持續發展，
更好發揮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獨特和
不可替代的作用，那麼，香港就已經參
與了中國夢的構築過程，港人就已經為
中國夢的最終實現作出了應有貢獻。這
難道不是今天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
個香港人所應有的感情、理想和責任嗎

？中國夢，我有份、我參與、我築成，
港人將會尋找到前所未有的自豪感；至
於極少數還在眷戀什麼殖民地 「管治光
輝」 、揮舞 「龍獅旗」 的人，也該從他
們的 「白日夢」 中醒醒了！

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都指出，
當前，香港和澳門都正處於發展的關鍵
時期。習主席提到，梁振英 「穩中求變
」 的施政理念已得到香港廣大市民的認
同，現在關鍵是抓好落實。

個別反對派政客質疑會見講話中為
什麼不提香港普選。特區最終達至普選
是基本法白紙黑字的規定，二○一七可
以普選特首、二○二○可以普選立法會
，則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莊嚴 「決定」
，只要一切依法而行，不存在任何 「不
實現」 或 「倒退」 的可能。但是，少數
人在特區政府連普選方案也尚未公布、
諮詢工作也尚未展開之前，就已經提出
什麼 「佔領中環」 、質疑 「假普選」 ，
試問目的何在？理據何來？

新任國家領導人支持香港、信任港
人，港人必須善用機遇、自求多福、支
持政府、愛國愛港，切勿被任何亂港勢
力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