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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產生廣泛影響
盧文端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今年是「九二共識」二十周年，香港又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籌備多時的「九二共識」 治、經濟、文化等不同角度，論述「九二共識」對兩
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意義、作用及啟示。唐樹備指出，
二十周年系列活動終於在香港隆重舉行，盛況空前。此次活動由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
「九二共識」是由大陸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於1992年在
會、全國僑聯等18個香港和內地團體共同籌辦，邀請了兩岸四地及海外的各界精英翹楚共襄盛 香港達成的共識，是以「一個中國」為核心的共識，
舉，活動規格高、規模大，海內外媒體給予廣泛報道。早在今年年初，香港統促總會就提出隆 其重要作用在於為兩岸開闢了協商的新時代，推動兩
岸關係發展邁出了歷史性的步伐。「沒有九二共識，
重舉辦「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組成了「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 就沒有兩岸協商！」曾隨國民黨主席連戰參加2005年
列活動籌備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為活動最終成功舉行奠定重要基礎。整個系列活動有兩個 「破冰之旅」的張榮恭同樣指出，「九二共識」是客觀
重頭戲：一是「九二共識」二十周年座談會；二是「九二共識」二十周年圖片展。這些活動， 存在的事實，從陳水扁執政的8年歷史經驗可見，悖離
或否定「九二共識」
，都將使兩岸協商中斷，使兩岸和
對於增強港人對「九二共識」的認識，壯大港台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力量，發揮了良好效果； 平失去保障。兩岸只有回歸認同「九二共識」的這一
基礎，才能在現有的和平基礎上，繼續為兩岸人民謀
對於在海內外弘揚「九二共識」精神，反對「台獨」
，產生了廣泛影響。
幸福。
「九二共識」二十周年圖片展，共有80個展版，由
視，澳門的《正報》
、《新華澳報》
、《澳門日報》
，台
一、活動規格高影響大 備受海內外關注
灣的《中央日報》
、《旺報》
、中央社，美國的《國際日 350多張珍貴的歷史照片製作而成。展覽共四部分，包
香港是「九二共識」的發源地，舉行「九二共識」二
報》
、《僑報》
，加拿大的《世界日報》等知名媒體均給 括「九二共識達成篇」、「歷史作用篇」、「現實意義
十周年系列活動，顯得更加意義非凡。此次活動盛況空
。展覽以圖片真實、生動地再現
予大篇幅的報道，進一步擴大活動的影響力，讓海內外 篇」和「港台關係篇」
前，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了20年來兩岸關係跌宕起伏、曲折向前、歷難重華的
華人充分認識堅持「九二共識」的重要性，更努力維護
華、香港行政長官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海協會
和鞏固兩岸和平發展成果，凝聚中華兒女振興中華、民 歷史進程，激盪人心。展覽除了當晚開幕式首展後，
會長陳雲林、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林豐正、中華全國歸國
還將在本港的上環文娛中心、觀塘香港中華書畫藝術
族復興的共同心願。
華僑聯合會主席林軍、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中心、香港浸會大學等地巡展至11月底。
二、展示「九二共識」精髓
楊崇匯等出席主禮。約500位來自兩岸四地及海外的政
我們舉辦的系列活動展示了「九二共識」的來龍去
為兩岸四地人民謀幸福
經商知名人士與會，共同表達反對「台獨」
，堅持「九
脈、「九二共識」的一中實質和求同存異的精髓、
二共識」
、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堅定信念，維護和鞏固
整個系列活動有兩個重頭戲：一個是「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對實現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重要地位，以
兩岸和平發展成果。
二十周年座談會，一個是「九二共識」二十周年圖片 及在此基礎上兩岸大交流、大合作、大發展的豐碩成
此次活動規格之高、規模之大，受到海內外媒體的高 展。
果等。通過此次大型系列活動，可以增進香港同胞對
度關注，內地的中新社、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國際互聯
在座談會上，親身經歷兩岸達成「九二共識」過程 「九二共識」的認識，增加台灣社會對香港社會發展和
網站、人民網、搜狐網、騰訊網、新民網，本港的《文 的海協會前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中國國民黨中評會主 「一國兩制」實踐的了解，更好地發揮香港在促進兩岸
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中評社、鳳凰衛 席團主席張榮恭等6位來自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從政 關係和平發展中的獨特作用。今後香港應繼續發揮特

穩樓市 港人Like
CY10項評分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研究協會昨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受訪市民對特首梁振英的
整體滿意度評分顯著回升，最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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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2.87分，較9月17日至21日的調查
上升了0.16分，而10項滿意度評分亦
全線錄得升勢，其中以「全方位發展
經濟」升幅最大，升0.32分至2.97
分。調查機構相信與特區政府近期推
出的新一輪穩定樓市措施有關。

「維護兩地利益」居榜首
香港研究協會於10月30日至11月4日訪問
了1,180名18歲以上市民，了解市民對梁振英
的6項基本施政方針的落實成效，及4項領袖
特質，即共10項表現的滿意度，以1分為非
常不滿意，5分為非常滿意，結果發現，在
10項表現的滿意度評分中，梁振英在「維護
國家與香港利益」的表現繼續位居榜首，取
得3.09分，較上次調查上升了0.25分，為是
次調查評分升幅第三高的項目，其次為「處
事果斷」，有2.98分，較前上升了0.16分，
「全方位發展經濟」錄得是次調查的最大升
幅，最新得分為2.97分，排名跳升兩級至第
三位。
排名第四至第十的依次為「遠見」、「促
進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管治能力」
、「維
護香港自由、平等、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
值」、「建構和諧社會」、「誠信」、「推動
民主政制發展」，分別得2.94分、2.89分、
2.83分、2.81分、2.75分、2.63分及2.55分，
得分全線上升（見表）
。

10項表現滿意度評分
項目
滿意度評分
與9月調查比較(分)
維護國家與香港利益
3.09
+0.25
處事果斷
2.98
+0.16
全方位發展經濟
2.97
+0.32
遠見
2.94
+0.17
促進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2.89
+0.26
管治能力
2.83
+0.17
維護香港的自由、平等、法治和廉潔等核心價值
2.81
+0.16
建構和諧社會
2.75
+0.21
誠信
2.63
+0.17
推動民主政制發展
2.55
+0.19
對特首梁振英的整體滿意度
2.87
+0.16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的則合共31%。展望未來一年經濟狀況，有
11%受訪者認為會「變好」
，認為會「變差」
的有34%，「差不多」的則有44%。「香港
經濟展望指數」，即將認為經濟會變好受訪
「經濟展望指數」偏負面
者減去認為會變差者的數目，則較上次調查
是次調查又問及受訪者對現時及未來一年 上升兩點至負23，上述結果均反映市民對現
經濟狀況的評估，發現有22%受訪者表示現 時及未來一年經濟狀況的評估持續傾向悲
時香港經濟狀況「非常好及頗好」，表示 觀。
「一般」的佔45%，而表示「頗差及非常差」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分析指，受訪市民對

特首各項滿意度評分悉數上升，反映市民對
特首近期的工作表現有所改觀，惟九成評分
項目仍然不足3分，低於一般水平，情況值
得關注，並期望特首繼續努力提升工作表
現，積極帶領問責團隊加強政策研究及諮詢
工作，適時推出惠及經濟民生的措施，改善
市民生活質素，同時加強與各黨派的立法會
議員溝通，竭力尋求社會共識，使利民政策
得以落實，為市民建構安居樂業的香港。

陳家洛被「踩心口」笑騎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有4個女
兒而被稱為政壇「多『女』公」的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在立法會選舉期間終
添一男丁。他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笑說，
自兒子出生後，「我被人踩到上心口呀！」
原來，其兒子現已5個多月大，開始學走
路，故常常「腳伸伸」
，每次抱住他時，他
都會「將腳放上老竇個肚腩」
，更不停試圖
「向上行」
，於是就時常「被踩到上心口」
。
陳家洛在茶敘間滿臉得色地說，其子
「骨骼精奇」，活潑好動，但正所謂「人多

好辦事」，自己有4名女兒，加上太太、外
母及自己共7個人都十分喜歡湊小朋友，大
家「搶住來湊，好似玩音樂椅咁」
，所以再
添一丁「一 都唔辛苦」
。
提到他的4名女兒，陳家洛笑言，在選舉
期間，4名女兒吸引到傳媒不少目光，更大
讚「你個女好靚呀」
，提醒他「個女已經大
啦」：「在剛過去的萬聖節，女兒們參加
派對活動，我於是問她們拍拖未？4人竟然
答話『已經拍 好多次啦，乜你唔知咩』
，
都唔知係咪夾埋 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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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作用，在「九二
共識」基礎上增進
兩岸政治互信，促
進兩岸四地之間感
情更貼近，融合更
緊密。

三、香港統促總會積極推動 產生良好效果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作為本港愛國愛港社
團，長期以來堅持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大力推
動兩岸交流合作，促進國家早日完成和平統一大業。
對於籌辦「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列活動這樣意義重
大的事情，和統會更加分外出力。早在今年年初，香
港統促總會就提出隆重舉辦「九二共識」二十周年系
列活動，在兩岸四地，乃至海外華人社會中引發高度
關注和共鳴。各方的大力支持下，組成了「九二共識」
二十周年系列活動籌備委員會，令活動籌備進展良
好，為活動最終成功舉行奠定重要基礎。
「九二共識」為兩岸和平發展奠定了基礎。20年來，
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兩岸關係發展取得翻天覆地的
變化，為兩岸同胞帶來巨大經濟實惠。要令兩岸關係長
久和平穩定，下一步是要加強與台灣綠營的接觸聯繫，
推動綠營爭取突破，在實質上承認「九二共識」
，為綠
營打開與大陸溝通接觸的大門建立共識基礎，這樣既有
利於台灣內部族群和諧，更有助在鞏固兩岸經貿發展成
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兩岸政治互信，推動兩岸關係
的長期和平發展。這方面香港大有可為，可以繼續扮演
兩岸交流中獨特的橋樑角色，使兩岸三地人民感情更加
貼近、聯繫更加緊密、利益更加融合。

■吳克儉透
露，很多學
校反映有意
推動國民教
育，並向教
育局查詢支
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馮晉研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爭議因政府
宣布擱置《課程指引》而暫告一
段落。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在
一午餐會上承認，在爭議中，自
己曾忽略學生和家長的感受，並
就從中學懂即使是最好的政策，
在推行時也要留意對社會情緒的
影響，並要加強溝通，但透露很
多學校在事件後均反映有意推動
國民教育，並向教育局查詢支
援。
吳克儉昨日在出席香港外國記
者會午餐會時談及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的問題，反駁了反對派中人
聲稱推行該科是因為「收到北京
的指令」的說法，強調他自上任
以來，從沒收過來自北京的「指
示」，要如何處理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

吳克儉：按校情專業自決
他又透露，在爭議過後，局
方收到不少學校和團體查詢，
如指他們希望繼續以不同形式
推動國民教育，要求教育局解
釋有何種支援措施。他重申，
學校及辦學團體可按學校的宗
旨及運作模式，即校情、班
情、學情等，並可參考已擱置
的《指引》文件推行，以專業

自決如何開展科目，並可以運
用當局向學校發放的53萬元津
貼製作參考資料及教材。
被問及適齡升中生人數下跌對
學界帶來的衝擊，吳克儉重申，
升中學生減少是暫時現象，由現
時的6.1萬人到2016年谷底約5
萬，之後會逐步回升至6.9萬，
當局會以「保學校、保老師、保
實力、保教育」為大前提應對，
又強調中學無「殺校」政策，學
校和社會人士毋須擔心。他指當
局已將「開班線」下調至「2班
26人」作紓緩，估計下學年只有
少於5所中學未達有關指標需要
另提發展方案。

解升中生不足 月底前推方案
就學界提出的減少每班派位人
數方案，吳克儉說，未來一周會
繼續會見學校、辦學團體、專業
團體、家長和學生，聆聽最後一
批持份者的想法，「現在說給你
聽（結論），你應該不信我，因
為還未完成所有諮詢」，並坦言
不同處理做法，對持份者各有不
同衝擊，當局會盡快統整研究，
並於11月底前公布一個「大家覺
得可行，又願意群策群力去推行
的方案」，處理暫時性的收生下
跌問題。

指中大「通外」 浸大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國社
會科學院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
所出版的《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
（2012）香港回歸15周年專輯》
，指稱大學
的通識教育「實際上方便了大量西方普世
價值侵入學校」，更舉中文大學的通識教
育課程為例。中文大學通識教育部早前發
表聲明，批評該說法子虛烏有，研究所隨

即發表道歉聲明，浸大校長陳新滋則於昨
日宣布委派副校長（研究及拓展）黃偉
國，成立調查小組深入了解和跟進事件。
陳新滋在昨日的新聞稿中指，調查小組
成員將包括校外和校內資深學者，又強調
浸會大學一向尊重學術自由，堅持學術操
守，如發現有違學術原則個案，必定嚴肅
處理。

會會議和討論文件的詳
情等，並會於今日舉行
街頭簽名，要求林奮強
盡快清楚交代賣樓事件真相，並立即辭去行會職
位。

反對派欲對林奮強「未審先判」

■陳家洛與小兒子的合照。
陳家洛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昨日決定
就「賣樓事件」
，在立法會上提出對行政會議成員
林奮強的不信任動議。公民黨更「搶飲頭啖湯」
，
計劃最快於明日立法會大會上提出休會辯論。民建
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認為，目前並無證據顯
示事件涉及以權謀私，不贊成立法會對林奮強「未
審先判」
。
民主黨昨日決定對林奮強提出不信任動議，公民
黨則於昨日去信特首梁振英，要求解釋林奮強是以
甚麼理由申請休假，其獲批准休假的時間，及在休
假期間會否繼續獲發行會成員的酬金，以至查詢行

葉國謙贊同更詳細交代
葉國謙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坦言，林奮強在回應事
件時確有很多不清楚地方，「可能他長期在商界工
作，對政治問題尚待累積經驗」
，故贊成對方進一
步詳細交代事件，但認為目前仍未有證據顯示事件
涉及以權謀私的問題，故不認為對方要立即辭職，
又強調大家不應在沒有足夠證據情況下私下判斷事
件的性質，這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