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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寄望港人謀發展
崔 寧

點擊 香江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京會見香港中華
總商會訪京團一行，並作了重要講話。這是政改結束
後，中央負責港澳事務最高官員，首次接見香港工商
團體並公開發表對香港當前時局的看法，作出重要指
示。寓意深刻，語重心長，對香港當前及今後時期的
工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在講話中，張德江重申了中央對香港一貫方針政
策，表示中央將始終堅持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和高度自治方針，始終堅持按香港基本法辦事，始終
堅持依法循序漸進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始終堅持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五個 「始終堅持」，清晰明確地傳遞出一
個重要信息，在政改方案遭反對派議員捆綁否決後，
中央對依據基本法推進香港民主政治發展、 「一國兩

制」深入實踐，依然堅定不移，充滿信心。五個 「始
終堅持」亦充分體現出，面對香港政治矛盾激化，反
對派勢力趨於激進，社會衝突現象頻發，中央依然會
堅持依法治港，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
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發展的長遠利益和國家發展利益密不可分，
中央立場和態度鮮明，決不會因 「有幾隻蒼蠅碰壁」
而動搖和改變。中央一以貫之的鮮明立場和態度，不
僅使政改期間反對派勢力背離法制軌道、違背基本法
原則的政治對抗行動，尤其 「佔中」運動徹底失敗，
而且亦令他們在後政改時期延續的「重啟政改五步曲」
、 「倒梁」陰謀和「不合作」運動，顯得那樣的蒼白、
孤立，難有更大市場，同樣免不了注定失敗命運。
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後政改時期，特區政府果斷
及時將工作焦點集中到經濟民生上，力圖平息政治爭
拗，修補社會裂痕，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推動民生事
業。特首梁振英早前赴京，就帶回 「中央繼續支持特
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重要信息，表明中央對特
區政府聚焦於經濟民生事項的施政重心及時轉移給予

充分肯定和支持。
中央對香港後政改期所面臨的複雜形勢和工作焦
點集中於經濟民生所碰到的各種困難高度重視。張德
江在會見時指出，當前香港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並存，
並寄語中華總商會代表團成員，能夠繼續弘揚愛國愛
港光榮傳統，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
結社會各界人士，凝神聚力謀發展，同舟共濟促和諧
，譜寫 「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語重心長的話語，
亦是對香港社會和全體港人的期待。尤其是 「凝神聚
力謀發展，同舟共濟促和諧」的教誨，洋溢着中央領
導人希望香港社會能夠凝聚正能量，化解分歧，集中
智慧和能量，抓住國家發展機遇，發揮獨特優勢，克
服困難和矛盾，加快步伐，促進經濟和民生事業迅速
發展的熱切期待。中央的期待，也正是香港市民的共
同願望。
香港的發展離不開中央的關懷和支持。然而，面
對機遇和挑戰共存的局勢，中央的期待和市民的願望
能否實現，依賴於特首和特區政府如何凝聚社會正能
量，克服當前困難，明確發展方向，採取有效措施，

義無反顧地發揮經濟和推動各項事業發展。
經濟和民生事業發展千頭萬緒，要在複雜的形勢
下，應對挑戰，抓住機遇，促進發展，關鍵在於正確
認識香港與國家的關係， 「把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係
問題看清楚、想明白了，才能更好地把握香港的大方
向大戰略，也才能更加積極主動地抓住機遇，順勢而
上，借力而為，從而提升香港自身經濟實力和競爭力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曾用《紅樓夢》中一句 「好
風憑藉力，送我上青雲」來作形象生動的比喻。
特首梁振英及本屆政府尚餘二年左右任期，無論
是否連任，對香港整體發展而言機遇是難得的，稍縱即
逝，因而來不得半點錯失。香港社會對香港在國家 「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中找準自己的定位，扮演好應有的
角色的呼聲不絕於耳，這是國家發展為香港創造了一
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政府正在為此竭盡全力，積極尋
找內地相關部門的支持與配合，方向正確，必須堅持。
香港即將迎來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和明年九月的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這牽涉到香港政治勢力和政黨團
體的切身利益，如何順利將社會注意力集中到發展經
濟和推動民生上來，成為考驗政府施政能力和智慧的
關鍵。這就需要香港社會能夠聚集正能量，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始終將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放在首位。經
濟發展了，民生改善了，香港社會其他各項事業的發展
，包括政制發展，才有扎實的基礎，才有良好政治環
境，才能確保持久穩定繁榮局面，並在未來國
家十三五發展規劃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美專家斥法輪功是邪教
三大條件界定 冀大眾了解其本質

陳雲生：黑金案有美國背景

陳雲生強調，由於涉及黑金案的人、事和
錢均帶有美國背景，加上案件一直拖延，會令
公眾感到不妥，令人質疑香港法治及廉政公署
的公正形象。他要求，白韞六檢討李寶蘭掌管
黎智英案件會否有角色衝突。
陳雲生昨日表示收到廉署回應，信中指出
廉署有明確的申報制度，李寶蘭亦要遵從。此
外，廉署暫時未收到李的相關申報，當收到李
的申報後會再作審理。陳雲生認為，這個回覆
可以接受，下一步行動要視乎廉署的處理。

標準工時增成本或現倒閉潮
【大公報訊】綜合報道：標準工時委員會今天早上開會
，討論早前委託政府經濟顧問就低收入僱員定立標準工時的
影響研究。
有消息引述報告說，若將標準工時劃一至每周44小時，
月入低於一萬元的工人，約10%會超時工作；而月薪1.5萬或
以下，則有26%屬超時工作。另一情況，若將每周工時提高
至52小時，月入一萬元以下，有5%超時工作；月薪低於1.5
萬，則有13%人超時工作。
標準工時委員會勞方委員梁籌庭指，本港低收入人士超
時工作情況嚴重，若以月入1.5萬元作為標準工時劃線，薪
酬水平太低，建議提升至2.5萬元。消息又引述報告指，無
論 「補水」水平是薪酬的一倍、1.3倍或1.5倍，僱主的薪酬
成本一定會增加，企業會轉盈為虧，未來或會出現倒閉情況
，而香港的競爭力會受到影響。

白鴿黨內已無民主
民主黨愈走愈激進，在政改期
間不但沒有走所謂的溫和路線，反
而和激進派同流合污，堅決捆綁否
決政改之餘，更加參與發動 「佔領
」行動。黨內不少溫和分子出言反對，希望將民主黨拉回政
改，但卻慘遭排擠。民主黨中委會日前就高調革除黃成智的
黨籍。但黃成智在發表 「有條件地通過政改」的言論後，就
已經主動辭任中委的職位，同時也在短時間內叫停聯署促請
政改通過的行動。
白鴿黨的決定受到黃成智及黨內外人士的質疑，劉慧卿
昨日未能引述黨規來解釋 「革扯」黃成智的原因，僅表示黃
的言論 「影響民主黨聲譽，亦令市民產生誤會，引起一部分
黨員投訴」。她又辯稱，黨內有不同聲音，並非外界所說要
求黨員立場一致。劉慧卿的這一番解釋，明顯缺乏理據，在
事實面前確實顯得蒼白。
事實上，民主黨內所謂的 「年輕一派」已經完全忘記了
前人創黨的宗旨，處處以鬥爭的心態去對抗政府和中央當局
。溝通已經成為昨日的往事，對着黨內持溫和主張的 「舊臣
」，他們是毫不手軟地手起刀落，目的就是要排除異己。在
上次的中委會上，有消息稱，少壯派強迫他人投票，當晚有
不少人是 「含淚投票」。面對這種情況，難怪狄志遠形容 「
民主黨內已經沒有民主」，並怒斥少壯派 「不仁不義」了。

短打

瑞克．艾倫．羅斯（Rick Alan Ross）日前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強調，法輪功明顯是邪教組織，因
為根據不同專家對邪教的定義，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就是一個頗具魅力的領導人成為被膜拜的對象、思
想改造過程，以及領導人和佔統治地位的小圈子對其
成員進行經濟、性及其他方面的削弱，而法輪功符合
了這三個條件。

批創始人是獨裁者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絕對是獨裁者，而法輪功
的架構並不民主，所以完全是一個極權的組織。」李
洪志亦被成員奉為神明，由此可見法輪功符合首個條
件。第二，法輪功不容許成員有獨立思考，成員被迫
背誦李洪志的說話，前成員郝慧君和陳果母女甚至自
焚，以為藉此能夠進入天堂，所以符合了思想改造的
條件。羅斯又指出， 「法輪功的財政狀況毫不透明，
成員不斷買書、活動門票及其他法輪功的物品，但無
人得知這筆金錢最終的去向。」他又表示，李洪志分
別於新澤西州及紐約置業，而置業時付出了五十萬美
金，可見李洪志已是百萬富翁，符合了第三個條件。
被問及為何成員會信服法輪功種種荒謬的理念，
羅斯解釋，成員起初以為加入法輪功能夠強身健體，
他們並不察覺法輪功是宗教團體，而多數成員加入的
時候正值人生失意之時，但經過不斷 「修煉」，成員
就會愈踩愈深，不能自拔。 「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有
些值得信賴的朋友和家人推介。」羅斯又解釋，法輪
功起初不會傳達教義，但會透過漸進的方式讓成員認
識教義，致令他們最終泥足深陷。至於如何脫離法輪
功的魔爪，羅斯表示，當成員發現法輪功的言論前後
矛盾的時候，他們便會獨立思考，例如有女子相信李
洪志不會離開中國，但她發現李有綠卡時，便感到被
背叛，於是反思自身行為。

前成員幸存鼓舞人心
羅斯認為，前法輪功成員郝慧君和陳果母女能夠
在天安門廣場自焚事件幸存下來，並繼續生活下去，
對那些已經脫離邪教的人員來說，是一件鼓舞人心的

▲羅斯強調，最有效
阻止大眾加入邪教組
織的方法就是通過教
育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有多個團體早前遊
行抗議法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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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他續說，兩母女是他在1982年從事干預邪教工作
以 來， 受害最 深但仍然 幸存的邪教 教徒，他們所
受的苦遠超其他邪教人士，慶幸的是慧君和陳果能
夠反思。
「邪教活動於全球也有蹤影，我看不到有消退的

跡象，亦看不到會就此完結。現時愈來愈多邪教組織
出現，我每日幾乎看見一個新的邪教組織。」羅斯強
調，最有效阻止大眾加入邪教組織的方法就是教育，
讓大眾知道何謂破壞性膜拜，而破壞性膜拜不是建基
於信念，而是行為。

曾鈺成促財會十月批創科局撥款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希望，立法會財委會十月復會後可以通過成立創新
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他表示，在休會期間，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仍有會議，有需要時亦可以加開會議討論
重大民生議題。至於自己早前曾經提及修改基本法，
他澄清，不是說中央有意對基本法作出修改，但認為
「五十年不變」的年期已經過去三分之一，港人應該
思考未來三十年應該如何走下去。
激進反對派我行我素，堅持拉布； 「飯盒會」一
眾議員放任縱容，導致財委會即使加開會議，但最終
都未能夠如期審議創新科技局的撥款申請，引起各方
失望。曾鈺成昨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明，希望立法會
財委會十月復會，可以通過創科局撥款申請。近期社
會爆發多項重要的民生議題，被問到會否檢討立法會
的休會制度以處理民生事項，曾鈺成表示，立法會的
事務委員會仍有會議，有需要可以加開會議，不存在
休會期間不能開會的問題。

曾鈺成表明
，希望立法會
財委會十月復
會，可以通過
創科局撥款申
請
大公報記者
何嘉駿攝

▲

【大公報訊】記者冼國強報道：壹傳媒集
團創辦人黎智英涉及政治獻金一案的調查仍未
有結果，早前有份舉報的屯門區議員陳雲生日
前去信廉政專員白韞六，指出負責調查此案的
執行處新任處長李寶蘭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成員
關係密切，加上黑金案涉及美國背景，所以李
與案件存有角色衝突。陳雲生又表示，昨日已
收到廉署回覆，指出廉署收到李的申報後會再
作審理，陳認為這個解釋可以接受，未有下一
步行動。
陳雲生前日去信白韞六，指出黎智英黑金
案背後有美國背景，而李寶蘭出任廉署執行處
處長副手時，曾以不誠實手法支付公帑接受美
國聯邦調查局專案培訓，並且為避開政府審批
規則分拆經費，將此項專案培訓費的一百五十
多萬元拆細為 「研究費」、 「交通費」和 「住
宿費」；而培訓期間，李更與一位名叫Tim
Turner的聯邦調查局成員關係密切，又有公務
以外不必要的接觸。

▲

黑金案調查員涉角色衝突

▲陳雲生認為，處理黎智英涉及政治獻金案的執行處新
任處長李寶蘭與案件有角色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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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洗腦背後的真相》作者、
美國著名干預邪教專家瑞克．艾倫．羅斯
（Rick Alan Ross）日前接受《大公報》
訪問時直斥，法輪功明顯是邪教組織，又
痛斥法輪功拒絕就2001年天安門廣場自焚
慘案承擔責任。他又說，邪教組織沒有消
減跡象，他希望社會大眾能夠讓教育了解
邪教本質及洗腦方法。
大公報記者 冼國強

應思考未來如何走下去
論及自己早前曾表示聽聞內地主理香港事務官員
和法律專家稱考慮有否需要修改基本法的事宜，曾鈺
成回應稱，自己不是說內地要修改基本法，但就的確
有考慮過 「假如要修改基本法要如何做」。他補充，
基本法於二十五年前頒布，現時國家、香港及中港關
係都發生了不少變化，而且基本法規定的五十年不變
，回歸後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分一，所以 「好自然要

問跟住三十多年如何行落去」。至於是否需要修改基
本法中包括行政長官選舉方法以及23條等內容，曾鈺
成指現在講要如何修改基本法條文是 「好愚蠢的事」
，強調不會這樣做。
另外，港大公布最新的民意調查，曾鈺成由前年

四月起連續第十次排在榜首。調查訪問約二千名市民
，先按市民熟悉度選出十大議員，再進行評分，結果
曾鈺成以61.3分排名第一，第二是自由黨榮譽主席田
北俊，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和主席葉劉淑儀分別
排第三及第四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