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區政府昨日回應美國國務院前日發布的《香港政策法報告》指出
， 「一國兩制」 得到成功落實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的，外國政府不應以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香港事務
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繼早前發表2015年度人權報告，對香
港問題 「說三道四」外，美國國務院前日
發布《香港政策法報告》，評論過去一年
於香港發生的大事，除了提及去年的政改
爭議，還提到年初二凌晨的旺角暴亂，以
及銅鑼灣書店事件等；報告續稱，今年初
起香港不少政治書都已經在書店下架，令
人關注香港的出版和言論自由收窄云云。

報告又聲稱，近年香港發生的一些事
，令人關注中央對香港高度自治的干預和
影響愈來愈大。但該報告對基本法和 「一
國兩制」有不正確和不全面的理解，例如
報告稱， 「香港在 『一國兩制』下，可對
除國防和外交以外的所有事務實行自治」
，但其實根據基本法，中央對香港行使的
權力，不應該單單限制在國防及外交，對
於一些涉及香港與內地關係的事務，例如
政制發展，中央亦有憲制上的權力。

特區政府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說，
回歸以來，香港特別行政區一直依照基本
法的規定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充分體現 「一國兩制」得到成功落實。這
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的。外國政府不應以
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香港回
歸以來，中央政府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方針在香港成功實施，香港居民各項合法
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香港事務純屬
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

政界批外力勾結「港獨」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表

示，美國有關報告對香港所作出的評論，
是武斷的，並無事實根據，對其不客觀的
論調感到遺憾，外國政府不應該對香港事
務 「說三道四」、 「指手畫腳」。

盧文端又提到，美國領館官員早前與
「港獨」分子秘密會面，令人憂慮有外國

勢力勾結 「港獨」來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以遏制中國的崛起，廣大市民對此應有
充分警惕。

新民黨推《五十個理由》重塑香港精神
【大公報訊】記者吳維思報道：近年

「本土」一詞屢遭人騎劫扭曲，甚至將之
等同於激進的 「港獨」思想。為了重塑真
正的本土精神，行會成員、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聯同新民黨青年委員會，籌備及

推出了《再發現香港的五十個理由》網站
及Facebook專頁，期望透過既勵志又富有
人情味的香港人故事，讓社會反思真正的
本土價值。

葉太昨日發出新聞稿，介紹推出《再
發現香港的五十個理由》網站及Facebook
專頁的理念，並指香港自開埠百年以來，
華洋共處，孕育出獨特的文化及生活方式
。文明、有序、自由、開放、包容這些特
質，為香港創造繁榮，但慨嘆這些值得世
代努力維持的價值觀，近年卻被社會上扭
曲的本土、激進及 「港獨」思潮所侵蝕，
漸漸變質。

葉太認為，電影《十年》把香港的未
來描述得太灰暗，讓部分年輕人看完後對
前途失去希望。但她一直覺得，本土意識
本身並無問題，愛自己城市十分正常，只
是排外排他要不得，最終會傷害香港。她
強調，要讓年輕人重拾命運在我手的信心
及安全感，重新提倡勇氣、謙遜、實幹、
刻苦、開明、外向，及敢於冒險的精神，

這些都是香港過去擁抱的核心價值。
《再發現香港的五十個理由》網站及

Facebook專頁早前已經上線，製作團隊走
訪了本地不同年齡、背景、階層、種族及
國籍，但同樣熱愛香港，並希望香港維持
繁榮穩定的香港居民，透過他們各種堅毅
、上進或富人情味的故事，重塑真正的香
港精神。其中葉太更到了拳館，訪問了詠
春宗師葉問的兒子葉準，原來兩人都是佛
山同鄉，葉準生活在坪石邨，早年葉太會
到坪石邨街市買餸，故兩人經常在邨內碰
面。

葉太說， 「透過香港人的真實故事，
重塑真正的本土價值。我希望大家從這些
受訪者身上，找到值得借鏡、反思的地方
」。除了《香港人的一代宗師：葉準》，
陸續推出的故事還有：《一個世紀的旗袍
店：美華旗袍》、《從一架單車到一間花
店——朱迪花舍》、《半輩子的執著——
詩餅坊》及《屬於香港人的傳統：大坑舞
火龍》等。

挾民生反政府 反對派犯眾憎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反對
派議員為了反對政府，不惜以紓解民困的
措施作為賭注，提出超過二千項修訂，僅
407項獲接納。然而，反對派多次點算人數
，造成立法會連續三星期流會，嚴重浪費
公帑。

拉布浪費一億公帑
反對派議員提出超過二千項修訂，其

中過千項修訂來自社民連梁國雄，人民力
量就有四百多項，工黨亦提交數十項修訂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於4月19日宣布，2168
項修訂之中，僅407條獲接納，較去年減少
逾三分之一，亦是草案在本屆立法會中獲
批最少修正案的一次。曾鈺成表示，預計
草案需要60多個小時審議，計劃在5月11日
能夠三讀表決，希望議員不要以 「拉布」

虛耗會議時間。
然而，反對派除了瘋狂提出修訂之外

，還不斷點算人數，以致三度流會，分別
是4月21日、4月28日，以及5月6日，連續
三個星期流會。曾鈺成回應傳媒提問時表
示，對近期多次流會表示遺憾。他批評個
別議員不斷要求點人數，製造流會，是浪
費時間。

曾強調，儘管再次流會，但會按照既
定日程，在今個星期就議員提出的修訂進
行表決，有信心可以於本周五完成三讀通
過《撥款條例草案》。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今屆
立法會至今年二月底已點算人數1100多次
，浪費超過38日的會議時間，若以每日大
會會議需使用255萬元公帑計，即浪費近一
億元公帑。

反駁美報告 外交公署指無權干涉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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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近距會面顯誠意 反對派再拒溝通太虛偽

還有四天，張德江委員長將來港視察，
香港各界對此都寄予高度期待，期待委員長
此行能為香港指明道路、化解矛盾、團結各
界。而為增進與各界的溝通，短短的三天視
察期間裏，委員長馬不停蹄安排了多場會面
，包括一場邀請了十名立法會議員參與的 「
小範圍」會見。這一安排足見中央對香港民
意的高度重視，以及對溝通增進了解的誠意
。然而，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四名受邀的反
對派議員僅有兩人表明赴會。這一結果讓香
港市民看到，平日高叫 「溝通」口號的反對
派，實際上是說一套、做一套，根本沒有溝
通的意願與誠意，更是對當前香港強烈民意
的嚴重漠視。

回歸以來首次 市民引頸以待
委員長此次南下視察香港，意義非常重

大，不僅僅是因為這是近年來港視察的最高

國家領導人，還在於當前香港面臨種種矛盾
與困難，亟需要來自中央的支持與指引。正
因如此，全港市民對委員長視察無不引頸以
待，從報章輿論的各種評論、坊間茶餘飯後
的各種討論，都在顯示出強烈的民眾期望。

事實也在證明，委員長來港視察還未開
始，便已經公布出多項令人振奮的消息。早
前媒體報道，委員長除了參加 「一帶一路高
峰論壇」重頭戲外，還會出席由特區政府主
辦的一場歡迎晚宴，社會各界數百人都受邀
出席，包括立法會絕大多數議員亦獲邀請。
不僅如此，為了更進一步聽取各界意見，還
特地在晚宴之前安排了一場 「小範圍」的會
面，與會者有十名立法會議員，當中包括四
名反對派議員如劉慧卿、梁家傑、何秀蘭、
李國麟等。

常識告訴我們，溝通是化解矛盾的最有
效方法；而經驗亦告訴我們，愈是小範圍的
溝通成效也就愈大。因此，當傳出委員長專
門抽出時間 「小範圍」內與立法會的民意代
表會面時，香港社會各界普遍感到由衷的高
興，輿論都認為如此高級別的領導人願意專
門設置溝通場合，是一次極其難得的機會，

更是香港回歸以來的 「首次」。不論以何種
角度去看，從溝通本身的角度、從匯報民意
的角度、從增進了解與互信的角度、從尊重
民意的角度，都在顯示，沒有理由拒絕如此
寶貴的機會。

「泛民」拒絕溝通 說一套做一套
然而令人感到非常失望的是，截至昨日

為止，只有劉慧卿、李國麟明確表明願意參
加，工黨的何秀蘭曾一口拒絕，剩下的梁家
傑仍在扭扭捏捏、聲稱還在 「考慮當中」。
反對派平日不是經常將 「沒有機會與領導人
會面」掛在嘴邊？不是動不動就稱 「願意溝
通」？現在如此好的溝通機會、如此高的溝
通對象、如此好的溝通時機，竟然一百個不
情願甚至是明言拒絕、高調 「未定」，這說
明了什麼？

一邊高叫 「要溝通」、一邊卻做着拒絕
溝通甚至是破壞溝通之事，這是典型的說一
套、做一套的虛偽表現， 「要溝通」是虛、
「為反對而反對」是實。實際上這種行為的

背後說明了一個關鍵的問題，亦是困擾香港
多時的癥結，這就是反對派內心根本是抗拒

溝通、害怕溝通的。為什麼害怕？因為他們
擔心，一旦有了溝通機會便會有助化解社會
矛盾，一旦社會矛盾減少，則會意味着他們
會失去繼續挑撥離間從中漁利的機會。

由此香港市民可以看清一個現實，即香
港回歸至今近十九年來，為什麼中央不斷與
反對派溝通、不斷製造緩解社會氣氛的機會
，但一直都很難得到反對派的正面響應，原
因也正在於此。

實際上，本屆立法會任期即將結束，反
對派議員再過幾個月便要卸任，溝通對他們
也就更無 「吸引力」；相反，一些靠嘩眾取
寵、言論極端上位的政客，更需要製造緊張
的社會氣氛，這才對其激進的政綱選情有幫
助。

化解矛盾對峙 市民願望強烈
這種心態實際上解釋了為什麼連當晚的

歡迎委員長的晚宴反對派也要 「全體杯葛」
。眾所周知，歡迎晚宴既有溝通的作用，更
是一種基本的禮節。作為國家領導人來港視
察，這是香港社會生活中的重大事情，所有
受邀的立法會議員都有責任、有義務出席，

因為這是建構互信的最基本的要求。但反對
派的表現，不只是 「無禮」，更是 「惡意」
。例如，公民黨的議員聲稱 「晚宴沒有任何
意義」，其他反對派政客又稱 「不想被人當
花瓶」、 「見完更不利於選情」云云。這些
言論與拒絕出席的做法，不僅對增進互信沒
有任何幫助，更是嚴重漠視當前香港市民對
溝通化解矛盾的強烈民意。

當前香港面臨各種問題，既有無法突破
經濟發展瓶頸的困惑，亦有社會矛盾長期積
累的困境。香港要重新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
，最關鍵一點是要齊心協力、團結一致，才
能集思廣益、共謀出路。此次委員長南下視
察，充滿了對香港的關心與重視，既有指牌
引路、鼓勁打氣的意圖，也有化解矛盾、團
結各界的期待。

香港市民不願意看到香港繼續嚴重分化
下去，希望反對派能改弦易轍，回到理性、
務實的態度，拿出誠意與努力，重修與中央
的互信、促進社會各階層的溝通。若能做到
這一點，香港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
務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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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香江＞＞＞

王維基企圖左右逢源
香港電視主席王維基前

日表明，有意參加九月立法
會選舉，並會考慮在香港島
參選。然而，被問到在 「港

獨」問題上的取態時，他的回應耐人尋味
，稱自己雖不支持 「港獨」，但贊成 「自
決」；他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再度模糊回
應，聲稱自己反對 「港獨」，並支持 「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但就認為社會可以討

論 「港獨」議題。
基本法明確指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一部分，然而，近期社會上有個別組織
聲稱爭取以所謂 「公投自決」，讓港人自
行決定香港在2047年後的前途，包括思考
是否需要改變香港的政體，甚至 「港獨」
。由此可見，這些組織口中的 「自決」，
雖然不像 「香港民族黨」般公然宣稱支持
「港獨」，但他們的本質其實無異。

可是，自稱是 「中間偏黃」的王維基
，一時聲稱不支持 「港獨」，但又贊成 「
自決」，又認為可討論 「港獨」，態度曖
昧。

如果是為了左右逢源撈取選票，王維
基的算盤恐怕打錯了，最起碼他沒有看清
諸多 「大多數市民反對港獨」的民調，更
未清楚認知到， 「港獨」絕非任其炒作的
政治資本。

▲駐港公署表示，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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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回應美報告時指出， 「一國兩制」 得到成功落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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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到拳館訪問葉準師傅

◀市民不滿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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