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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財爺的生日願望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上個月在其

個人網誌發表一篇名為《生日願望》
的文章，字裏行間流露着對政府財政
預算案在立法會受到刁難和折磨的無
奈與忿怒之情。這個財神爺甚至將立
法會早日通過預算案，作為自己的一
個生日願望，怎不令人唏噓慨嘆？

經過昨日的立法會會議，反對派
議員提出的全部共四百多項修正案已
經被全部否決，今日立法會將進入三
讀表決程序。一個簡單樸實的願望就
要實現。 「拉布」 議員就此而生的拙
劣表演終於可以告一段落，政府的運
作可以延續，積累的法案得以排上議
程，涉及民生的各項福利將會兌現。

政府於今年二月向立法會提出《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撥款涉及提
振經濟、推動創新、培育人才、開拓
市場和關顧民生等諸多範疇，攸關香
港未來一年甚至更長時期的重要發展
。然而，反對派一些議員卻花樣百出
，極盡無理刁難，拖延審議，完全不
把社會的利益、民眾的福祉放在心上

，不把議員的責任放在心上。
其間，反對派議員提出了二千多

項修正案，雖然修正案最後被刪為四
百多項，但在二讀的整個過程中， 「
點人數」 和 「流會」 之多之頻密到了
令人髮指的程度，嚴重損害了立法會
形象。社會譴責之聲四起。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在立法
會的境遇，正是近年來政府推動經濟
和民生事業發展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難
的一個縮影，反映出由於一些政黨、
議員的不負責任、故意製造矛盾甚至
暴力，立法會的立法和監督職能被扭
曲、被削弱，這個傷害是巨大的。

曾財爺的生日願望就是香港市民
的普遍願望。那些竟敢把香港社會發
展利益置於一己之私、一黨之利下面
的政黨、議員，醜陋的形象和拙劣的
表演，已經給每一個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即將在九月展
開，難道人們還能夠再容忍這些醜陋
和劣行延續到下
一個四年嗎？

井水集

委員長善意加誠意 反對派無禮更無理
張德江委員長即將於下周二抵港

視察，據近日傳媒透露的消息，委員
長屆時將出席多場活動，廣泛聽取社
會各界意見。當中更有 「破格」 之舉
，即在歡迎晚宴之前特別安排一場 「
小範圍」 的會面，四名反對派議員亦
獲邀請。如此高層次的溝通機會堪稱
回歸以來的首次，足以體現中央與領
導人的善意與誠意。

之所以說是善意，是因為中央看
到當前香港所遇到的種種矛盾與問題
，憂慮形勢發展會不斷惡化，損害香
港市民的利益，因此希望通過加強各
階層的溝通，以協助香港化解矛盾走
出困境，一切都是本着希望香港好的
角度出發；之所以說是誠意，是因為
以主管港澳工作的國家領導人親自與
特區立法會議員會面，不論是會面的
層次、方式、機會，都是極其罕見的。
只要不是抱着極度偏激的態度，都可
以體會到中央此次的一番良苦用心。

然而令香港市民感到非常失望的
是，中央的善意與誠意目前並沒有獲

得相應的回報。兩場會見，反對派全
都採取不合作甚至是對抗的態度。第
一場由特區政府舉辦的歡迎晚宴，反
對派聲言 「全體缺席」 ；第二場 「小
範圍」 、 「近距離」 的會面，四名受
邀的除劉慧卿與李國麟外，工黨何秀
蘭拒絕參加，公民黨的梁家傑則以 「
仍未決定」 作為回應。如此表現，堪
稱 「無禮」 更 「無理」 。

眾所周知，歡迎晚宴固然具有會
面溝通的機會與作用，但更重要的是
一種基本的 「禮節」 。國家領導人來
港視察，出席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
，關心香港，這是整個香港社會極其
重要的事情，更對香港未來發展有深
遠影響。不論是從市民利益的宏觀角
度，還是從積極互動的工作角度，身
為特區的民意代表，所有議員只要受
到邀請都有責任、有義務出席。但反
對派不僅全部不參加，更有諸多偏激
與攻擊之語，這不是無禮是什麼？此
其一。

其二，過去每逢重大的政治事件

，反對派議員總愛叫喊 「溝通」 口號
，要麼攻擊特區與中央政府 「不願溝
通」 ，要麼聲言必須與國家領導人 「
直接面對面」 才願意 「溝通」 。但眼
下國家領導人即將站在面前、主動邀
請會見，反對派卻是一邊高叫溝通，
另一邊拒絕溝通、破壞溝通，說一套
、做一套，這不是無理又是什麼？

當然，反對派這種習性，市民並
不會太感意外，只不過沒有想到其言
行之可笑已到如此地步。事實上，當
前香港面臨諸多問題，既有經濟發展
何去何從的困惑，更有社會撕裂如何
化解之憂慮，需要各界坐下來理性對
話，增加溝通化解誤解與矛盾，市民
對此已有強烈的願望。

必須指出的是，如此高層次的溝
通機會並非 「必然」 ，領導人來港視
察也非年年皆有，太任性的決定，或
許能逞一時之快，但並不會給反對派
帶來益處，更不符合香港的廣大民意
。反對派現在改弦更張，回到溝通增
互信的立場，還來得及！

社 評

曾鈺成期議員出席歡迎晚宴
林鄭籲議員把握溝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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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積極呼籲，希望獲邀請的立法會議員出席與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會晤，把握難得的溝通機會，向領導人親
自表達意見。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亦表示，下周三特區政府歡迎張德

江的晚宴，是非常重要的官式活動，希望議員
都出席。

特區政府已訂於下周三設宴歡迎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而立法會議員
也在邀請之列。

林鄭月娥昨日在成都出席香港貿發局
的活動後與傳媒茶敘，提到張德江會與十
位立法會議員會面的安排，她形容機會難
得： 「希望所有獲邀出席的十位立法會議
員都能夠把握機會。很難期望一次的會面
可解決所有問題，但任何會面、任何溝通
都是有積極、正面的作用，這也是過去我
做政改的時候， 『泛民』議員也時常要求
可以直接跟中央高級官員會面，這次是領
導人，有直接對話，這是很好的機會。」

立會下周三調整會議時間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舉行晚

宴的時間也是立法會會議的時間，為了議
員出席晚宴，下周三的立法會會議於上午
十一時開始，下午五時暫停，下周四早上
九時恢復。

至於暫停會議是否有先例，曾鈺成回
應指，國家領導人在港出席活動是非常少
有，所以先例與否不是考慮暫停會議的因
素，同時不能要求活動遷就立法會會期，
認為減少數小時會議也是值得的。他重申
，這次晚宴是重要的安排，不是少數議員
的活動，各黨派都有獲邀，呼籲議員盡量

出席。
行會成員、民建聯葉國謙認為，曾鈺

成的安排合適，因為張德江視察香港體現
領導人對本港的關心，是難得的機會。至
於有反對派議員不滿立法會為配合張德江
而調整會議時間，葉國謙反指，平日會議
反對派用於點算法定人數的時間，已遠超
於下星期三暫停會議的時間。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前日獲邀後，
當即與該黨成員商談，並將就該黨對香港
現狀的看法，草擬意見書交予張德江。她
透露大部分黨友包括年輕一輩 「乳鴿」均
贊成溝通，只是不傾向私下會面。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稱，未決定是否
赴會，而公民黨執委會正在傳閱意見，預
計一至兩日內有決定。他又稱，雖然以酒
會的形式不理想，但有機會向張德江直接
表達公民黨對香港現況的看法，假如參與
的話，會簡要表達信息。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亦表示，如果有機
會表達意見，會反映香港的撕裂情況，但
具體內容仍需經黨團討論再作決定。

此外，工聯會陳婉嫻表示，由於當日
不在香港，未能出席晚宴與會面，但現在
考慮能否作出調動，並已經向特首辦提出
由工聯會其他議員出席。

香港的根在內地 香港的未來在內地香港之根發於中國內地
，香港之魂繫於中國內地。
這本是清楚不過的事實，如
今卻被極少數所謂的 「本土

主義者」選擇性遺忘。絕大多數香港居民
，從種族意義上講，是不折不扣的 「漢人
」；從文化意義上講，也屬於地地道道的
「華人」。近代以來，華夏大地戰禍連綿

，動盪頻仍，大量內地居民為避難而舉家
逃港，為香港帶來了充裕的人力資源和資
金，對香港經濟起飛和社會繁榮起到了助
推作用。在 「兩文三語」的香港，大多數
人講的是廣東話，寫的是中文。如果上溯
幾代，基本來自廣東、福建等沿海省份。
飲涼茶、賞粵劇、拜神佛、看風水……在
習以為常的市井生活中，處處存留有中國
傳統文化的痕跡。在我們強調香港 「文化

多元，種族交雜」的同時，千萬不要忽視
這個基本的事實。

不少學者論述香港史時，習慣從1842年
《南京條約》開始。這容易給人一種錯覺
：似乎香港原本是蠻荒不毛之地，而英國
殖民者為香港開啟了歷史。事實上，香港
早在秦朝就已歸入南海郡番禺縣管轄。唐
開元二十四年（西元733年），朝廷設立屯
門軍鎮，駐有士兵保護海上貿易，這正是
「屯門」地名的來源。中國歷朝歷代都對

香港實施了有效管轄。香港與祖國同呼吸
、共命運，早已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

與這兩千餘年的漫長歷史相比，英國佔領
百餘年只不過是短短歷史一瞬間。英國固
然為香港留下了豐富的制度尤其是法治遺
產，但絲毫未曾改變香港與中國內地兩千
多年血濃於水的聯繫。香港回歸祖國以後
，這段短暫的殖民史已成過去式。 「一國
兩制」方針政策為香港奠定了新的憲制地
位，使之在中國主權之下，開始書寫新的
歷史篇章。

當今，香港經濟面臨轉型挑戰，社會
階層分化嚴重，深層次矛盾有待解決。這
給了某些歪理邪說以 「本土」、 「自決」

之名蠱惑青年人的空間。有道是 「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要看清香
港的未來出路究竟在哪裏，必須打破封閉
自守的 「孤島心態」，跳出當下看當下，
跳出香港看香港。放眼全球格局，中國在
經歷三十多年高速發展之後，已成為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擁有世界最多的外匯儲備
，同時也是全球兩個最大貿易國之一。在
經濟增長放緩的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
從過分依賴出口、投資、廉價勞工，正逐
步向消費、服務業、科技及知識的經濟發
展方式轉型。香港地處華南要衝，享有獨

特的地理優勢、市場優勢和法治優勢，更
重要的是 「一國兩制」的優勢。 「十三五
」規劃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正為香港經
濟發展提供了難得機會。在中國開啟新一
輪高水準的對外開放過程中，香港只需將
自身優勢和國家發展戰略有效對接，就能
不斷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
地位和功能。需要說明的是，今天的祖國
是開放自信的中國，與祖國相融相伴也是
香港走向國際的重要通道，有時是捷徑。

回顧歷史，展望未來，香港與內地始
終是血脈相連、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偉大祖國永遠是香港發展的堅強後盾。擁
抱國家、融入國家，也是香港實現經濟轉
型、通過創新與拓展走出困境的唯一選擇
。只要找準方向，香港定將擁有更加繁榮
昌盛的未來。

張德江視察香港＞＞＞
大公報記者 馮瀚林 朱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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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盼深層次了解一帶一路
【大公報訊】記者許嘉信報道：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下星期來港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和作主題演講。多

位政界人士期望，張德江此行能使本港社
會各界清楚了解，香港在 「一帶一路」國
家發展戰略上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以及在
哪些範疇能夠尋覓機遇。政界人士又相信
「一帶一路」不會只惠及商界和中小企，

亦為年輕一代提供 「走出去」的機會。

顯示中央非常關心香港
多位港區人大代表都對張德江這次來

港視察表示期待。身兼港區人大代表團副
團長的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立法會
議員馬逢國認為，張德江作為中央對港政
策的最高負責人，加上已經有一段時間沒
有領導層級的官員來港，因此相信張德江
此行除了能夠就本港最新情況表達看法，
亦能令港人更好地認識中央 「一帶一路」
的政策，以及國家對香港的期望。他又指
出，香港向來與斯里蘭卡、巴基斯坦等部
分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關係密切，這些
國家亦有不少人在港定居，相信雙方未來
能夠有很大發展空間。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
國謙指出，張德江作為中央港澳工作協調
小組組長，他這次來港視察，能夠顯示出

中央對香港非常關心，同時支持香港發展
。他認為，市民或許對 「一帶一路」認識
不深，因此張德江此行將會出席 「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能夠讓市民對這個重大國
家戰略部署有更全面的了解。他又指中國
對環球經濟的影響力愈來愈大，香港理應
把握機會參與 「一帶一路」，帶動經濟發
展。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認為，
張德江此行是想帶出兩個重要信息，第一
是表示中央仍是非常關心香港的發展，而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縱然在某些議題
上可能存在爭拗，但不能忘記本港社會需
要藉着發展經濟來改善民生，社會才會進
步；第二是指出 「一帶一路」是國家一項
重要發展策略，同時對香港的發展十分重
要，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他建議港人應該
詳細研究和探討自身的定位，例如思考如
何在金融和基建方面尋找發展機遇。

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震寰相信，張
德江下星期來港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論
壇，能夠給予港人很大鼓舞， 「一帶一路
」能夠為本港企業和港人由國家 「走出去
」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作為國家領導人之
一的張德江出席論壇，顯示國家對香港寄
予厚望。他又形容，香港是國家 「最大的
自貿區」，各方面的發展都很成熟，相信

香港在 「一帶一路」方面，能夠在金融、
法律方面發揮作用，並鼓勵有興趣透過 「
一帶一路」 「走出去」的公司，來港設立
總部。

萬順昌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姚祖輝認為
，張德江這次來港視察，能夠給予港人清
晰思路，如何在 「一帶一路」方面扮演好
自身角色，他相信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未來對融資、風險管理、旅遊、會展等專
業服務的需求會上升，港人在這些範疇會
有很大的發揮空間，而本港企業亦有必要
「藉着國家這艘大船出海」，尋覓各類商

機。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認為，雖然行政長

官梁振英在其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多次提
及 「一帶一路」，但始終仍有些香港人不
甚了了，認為這個國家發展策略離自己很
遙遠，是 「未來式」，所以張德江此行的
主要目的要令港人更深層次了解 「一帶一
路」的具體潛能和含義。

陳勇又鼓勵本港年輕人能夠主動了解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背景和發展情況

，甚至到這些國家留學，認識當地風土人
情，當他日有本港企業計劃到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發展業務，這些年輕人自然就
成為本港企業所需要的人才，從而獲得發
展機遇。

▲馬逢國 ▲霍震寰▲葉國謙 ▲姚祖輝▲黃友嘉 ▲陳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