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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太：「佔中」損港穩定發展
責反對派罔顧《基本法》精神 脫離「一國兩制」政治現實

圖向中央施壓 行動充滿危險

葉劉淑儀日前在《南華早報》撰文，
談及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葉劉淑
儀在文中指出，在《中英聯合聲明》簽
署30年、香港履行《基本法》15年後，
香港發展似乎走到了「十字路口」，隨
香港2017年將普選行政長官，反對派提
出「佔領中環」，企圖以施壓手段令中央
政府接受「民主選舉」，但卻脫離履行

《基本法》軌道，「表面看似是知識分子
致力為港人爭取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

誰能譴責？但深入分析就會發現『佔領
中環』是充滿危險」。

她續說，香港作為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成功實施《基本法》，將會讓香港
市民擁有最大的發言權，讓他們選擇行政
長官以至爭取最民主的制度，雖然部分反
對派倡議「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但全民
制訂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而不考慮

《基本法》的內容及精神，則是違反憲法協
議，因此，「佔領中環」既不顧及「基本
法」，亦是摒棄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現實。

葉劉淑儀強調，香港實施《基本法》15
年來，成功保證香港生活方式在「一國兩
制」下得到延續，香港更是維持高度民主
的法治社會、活躍的公民社會，並擁有競
爭激烈的政治文化，這些全屬民主法治的
標誌，如果丟掉《基本法》，最終香港亦會
失去「一國兩制」下的持續穩健發展，

「實行普及選舉權，毫無疑問是履行民主的
缺少的最後一塊拼圖，但現實與歷史告訴
我們，憲法正是實現美好將來的基礎」。

中央允港普選 討論應返正軌

她又說，港人在逾百年的英國殖民統治
下，從來沒有選擇領導人的權利，但打從
1997年香港回歸，迫使英國引進民主改
革；在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過程中，中央
政府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
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
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
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仍未提出政制發展諮詢方案，反對

派已急不及待押上全港市民利益，策劃「佔領中環」試圖挑戰《基本法》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普選問題所作的「決定」。特區行政會議成員、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日前在報章撰文，指「佔領中環」表面看似是知識分子獻身

為港人爭取普選行政長官的權利，實際上卻是脫離履行《基本法》軌道，甚

至摒棄香港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現實，至於全民制訂符合國際標準的

普選方案，不顧《基本法》精神亦是違反憲法，最終有可能令香港失去「一

國兩制」下的穩健持續發展。

郭文緯信按部就班政改適合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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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志和談「佔中」：
礙繁榮不應支持

張志剛：普選特首天空海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新界鄉議局副主席張學明昨日被問及普選特首問題
時表示，香港社會熱烈討論愛國愛港的標準是好
事，但不同意反對派策動「佔領中環」行動，希望
行動發起人能理性處理訴求：「香港是法治之區，
任何違法違規違例的事情，相信市民都不會接受。」

張學明昨日並強調，行政長官一定要「愛國愛
港」：「這條線係好清晰，『一國兩制』底下作為
特別行政區，如果選出的特首偏離愛國愛港標準是
行不通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 對 派 藉 鼓 吹
「佔領中環」為
籌碼，企圖繞過

「兩個前提」突
破中央底線，爭
取對抗中央者也
可參選行政長官
選舉。前香港副
廉政專員、香港
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客席教授郭文
緯 在 本 報 撰 文
指，有反對派政
治學者鼓吹中央

應該信任港人，不會選出「對抗中央」的人出任特首，但事
實上，不少政客選舉時都高舉「反赤化」旗號，煽動市民盲
目「恐共」，他相信按部就班的改革，較適合當前香港政治情
勢(全文刊A22版)。

郭文緯昨日以「不怕一萬，只怕萬一」為題在本報撰文，
談及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爭議。郭文緯稱，近日有反對派政
治學者指出，若香港2017年不落實「真民主」就會激化社會
矛盾，但事實是，香港的成功全賴廉潔高效的社會制度和風
氣、高度自由的生活環境，及市民對法治精神的堅持，多於
這些人口中的「民主」：「若香港2017年不落實他們心目中
的『民主』，香港便會完蛋，移民潮更可能會重臨。多麼駭人
的揣測！」

不可能接受抽國家後腿的特首

他續說，當前國際政治形勢波譎雲詭，美國「重返亞洲」、
日本也要做「亞洲一哥」，其他覬覦中國利益的國家亦虎視眈
眈，國家不可能接受事事抽國家後腿的行政長官，「將心比
己，若你是中央領導人，服務對象是957萬平方公里內的13億
人民，你會否容許香港有一個只管靠向西方國家，整天要顛
覆內地社會制度、事事抽國家後腿的行政長官？試問閣下又
可敢冒這個風險？」

郭文緯強調，雖然香港市民眼睛雪亮，絕對不會投票給一
名對抗中央政府的行政長官，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為何一定要堅持己見，令政改再次原地踏步、然後啟動所謂
『佔領中環』？縱然這些人進佔了道德高地，究竟他們提出的
是為香港好，還是令香港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他相信，按部就班的政制改革，較適合當前香港政治情
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訂明，特首經由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後普選產生，但反對派卻聲稱

「機構提名」是「循序漸退」。公民黨

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聲言，《基本法》講明循序漸進達

致普選，但卻增添篩選機制，認為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最少要保留及沿

用現有的選舉委員會提名機制。

稱現提名制度行之有效

郭榮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

《基本法》講明循序漸進達致普選，但

由於中央政府「不信任人民」，最終亦

要增添「篩選機制」，「《基本法》表

明循序漸進，而非循序漸退，何解不

能夠沿用現有提名機制，而是將提名

機制倒退？現行選舉委員會過去經歷

幾次特首選舉，亦無出現好多候選人

的情況，說明提名制度行之有效」。

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倡議「佔領中環」的違法行為，他

稱，公民黨考慮到運動可能會被「政

黨化」，故決定不會以政黨名義參與：

「其實我好明白戴耀廷的心路歷程，一

個最不激進的人都要倡議『佔領中

環』，究竟中央還要欺騙及剝削港人多

久先滿足？」
被問到立法會功能界別的廢除，郭

榮鏗聲稱，預料建制派將會反對於
2016年立法會選舉全面廢除功能界
別，但「中途方案」肯定要廢除分組
點票及公司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吹「佔領中環」，令到中環
一眾大小企業人人自危，部分跨國外資企業甚至考慮撤離香港。嘉華
國際主席呂志和日前在出席一公開活動上，被問到對佔領中環的看法
時表示，佔領中環對香港繁榮有妨礙，便不應該支持，「最重要係大
家可以安安定定搵兩餐」。

政治太多不好 應實在做生意

呂志和坦言，自己作為生意人，好希望香港安居樂業，個人的目標
是大家安安樂樂有飯食、有工做。雖然他不想對「佔領中環」這類政
治問題有太多評論，笑言應交給年輕人評論，但認為凡是妨礙經濟增
長的活動，都不應該支持。

他又指，政治太多不好，應該實在地去做生意、賺錢，這些會「簡
單一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
柱銘早前甫提出按《基本法》要求提出的「底線
方案」，但旋即惹來「真普聯」及反對派連環炮轟
言論打亂部署，迫令李柱銘「跪低」速撤言論。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昨日在接受香港電台訪
問時表示，對李柱銘收回方案感到婉惜，質疑反
對派不能「一 就企硬，連最基本的都不能接
受，就無路行」，並指做任何政治都是討價還價，
大家應先有共同基礎，即符合愛國愛港和《基本
法》，普選行政長官其實是天空海闊，仍有許多空
間可以做到。

中央講出不能妥協最低要求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
員喬曉陽提出普選行政長官的
兩個前提，包括符合《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及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
人擔任行政長官。張志剛昨日
在港台節目上形容，中央此次
只講出其不能妥協的最低要
求，即行政長官是要中央委
任，如果選出一個以顛覆北京
為政治目的的行政長官，相信
中央是不會委任。不過，中央
提出的並非拒人千里的要求，

「其實要求是定得好低、好
低」，至於其他方面都是可以討
論的。

他認為，絕大部分香港人都
是愛國的，而中央是次提出的
前提，更非針對一般人的行為
而是行政長官，「喬曉陽講得

很坦白，你可以批評中央，但不是想互為對手，
想了結對方，即不能顛覆中央」，喬曉陽亦無
講過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或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
就是不符合資格者，「即使現在不可以，亦不
等於未來不可以，不論以前有何爭拗，如果大
家可以坐下來討論，重新來過，可以前事不計
的」。

對李柱銘收回「底線方案」感惋惜

就李柱銘早前因被其他反對派「大佬」圍攻而
收回其「底線方案」，張志剛坦言感到惋惜，指即
使是按照喬曉陽提出的前提，按《基本法》去提

出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其實是有許多空間的，
「你按照這個框 架 仍 是 有 機 會 達 到 你 的 目
的」。他又指，做任何政治討價還價才有共同
基礎，再從基礎中發展出來：「如果你能夠站
在共同基礎，即符合愛國愛港和按《基本法》
去做，其實是天空海闊，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到
的。」

他續說，當一個行政長官經普選產生，其功效
是不能輕視，即使是剛過去的行政長官選舉，與
之前比較，也有很大的分別，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要迎接2017年普選，大家要面向市民，情況就會
不同了。他希望反對派不需要一開始就對某些原
則作一好大的保留。

港意見要聽 中央權威不能不顧

被問及外界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展開政改諮詢，
張志剛表示，現時仍有4年多時間，時間是足夠
的，特區政府會按緩急先後去決定，但指政改
的次序並不是那麼逼切，特區政府會在適當時
候進行政改諮詢。雖然特區政府未開始諮詢，
但方方面面的人都可以提意見，而且普選已經
討論了很長時間，不是由頭開始討論，有許多問
題已經認識，亦已經收窄了，主要就是提名的問
題。

港有兩大矛盾 非內部可解決

張志剛又形容，現時香港有兩大矛盾，其中一
個是愛國和反共，這不是香港內部可以解決的，
另一個是香港一些政團與中央的矛盾，亦不是三
朝兩日可以解決，只能盡最大努力，透過政治對
話去消除一些成見。「香港的意見要聽，中央的
權威不能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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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鏗認《基本法》講明循序漸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