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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
對戴耀廷提出「佔中」感到非常驚

訝，「他身為一個法律系教授，竟然教人
去做一些違反法律的事，破壞公共秩序」。
他指出，中環作為香港的金融、經濟中
心，行動不僅會影響香港的經濟，也會影
響中環一帶生活的居民，擔心倘若佔領行
動期間，附近發生火警，或者有孕婦臨盆
要入院等緊急事故，中環交通要道受阻，
隨時會造成人命損失：「這樣是否值得
呢？」

責戴耀廷教人犯法 教壞學生

他批評，戴耀廷身為高級知識分子，沒
有經過深思熟慮便提出「佔中」方案，教
壞學生，非常不可取，反對派響應行動，
打算做一些破壞秩序、法紀的行為，同樣
值得譴責。
鍾樹根進一步指出，反對派對「佔中」

態度曖昧，一時稱要堵塞中環，一時又稱
不想行動影響社會運作，「他們說不想(佔
領中環行動)影響社會，你不想影響社會那
就去遊行示威吧，不要講得那麼大」，推測
反對派目前未就「佔中」取態一致，背後
全因利益問題。

有人想撈油水 怕影響選票

他說：「他們不是為了普選的，有些人
考慮有沒有機會出風頭，撈油水，有些人
則怕影響選票，很猶豫，所以你見到他們

舉棋不定⋯⋯其實歸根究柢就是因為私
利，為了自己可不可以在這件事裡面拿到
政治利益，就罔顧香港巿民的利益，這樣
實在非常可惜。」

「佔中」「拉布」非為港整體利益

鍾樹根並一針見血指出，反對派無論
「佔中」和「拉布」，都純粹為了自身的政
治利益出發，並非為了香港整體利益出
發，並舉李柱銘早前提出的特首普選方案
為例，指該方案相當成熟具體，更得到建
制派考慮，拉近了建制派和反對派對政改
方案分歧的差距，「假如我們循那個方案
的方向繼續討論下去，或者便能就選舉辦
法達成共識，不用採取任何激烈行動」，但
對方在其他反對派施壓下，離奇地迅速收
回方案，反映了反對派只顧私利，不顧落

實普選的最佳證明。

反對派憂普選達共識失巿場

他說：「有人見到能夠可以『傾埋一齊』
的時候，擔心他們沒有巿場了，故意給李
柱銘壓力要他收回，將務實的一方壓低，
希望能將矛盾激化，製造社會不安，我覺
得這種做法非常不可取。」
鍾樹根指出，反對派內有頭有面的人物

都避免往前站，任由戴耀廷主導「佔中」，
顯示反對派擔心行動得不到巿民支持，但
同時又蠢蠢欲動，才會派戴耀廷試水溫，
就像近期朝鮮頻頻發放會發射核導彈的訊
息一樣，是「空洞的恐嚇」，相信香港巿民
不會被嚇倒，也不會支持「佔中」，並相信
隨 時間，反對「佔中」的市民會越來越
多。

真普聯擬註冊開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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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太：提名委會分四界別保均衡

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

廷提出，並得到反對派支持響應的

「佔領中環」行動，可謂一石激起千

重浪，引來社會各界強烈批評。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昨日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舉民主黨創黨主席李

柱銘提出的方案因受壓要迅速收回

便是最佳證據，反映了反對派中人

擔心香港社會最終透過理性討論，

就普選達成共識，會使他們失去巿

場，並譴責反對派為了一己之私，

漠視全港巿民利益，鼓吹破壞秩

序、法紀的「佔領中環」行動。不

過，他相信，香港市民不會被反對

派恐嚇，並會有越來越多人站出來

反對「佔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法律
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提出普選的兩個前
提，並清晰指出特首經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整體提名」後普選產生。特區行政會
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在接受網台訪問時指
出，《基本法》就行政長官普選安排有清晰
說法，而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相關《決定》也
指出提名委員會組成會參照選舉委員會，據
此理解，她預料提名委員會劃分成四大界別
亦是中央政府的想法，以有效確保「社會金
字塔」中不同階層的聲音均得到表達，達致
均衡參與的原則，但是否需要擴大界別及選
民基礎則留待社會討論。
羅范椒芬昨日接受網台節目錄影訪問時強

調，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而是「一國兩
制」下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則清楚訂
明了香港可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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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兩個前提
合法合理，中央在去年行政長官選舉已經提
出行政長官須符合三個條件：愛國愛港、具
備管治能力、被香港人接受」。

信市民心中各有「一把尺」

她續說，喬曉陽提出行政長官不能對抗中
央，雖然難以定出具體標準，亦無法用法律
條文加以規定，但深信市民心中各有「一把
尺」，寄語大家不好將簡單問題變得複雜
化，「中央政府提出的是高層次原則性底
線，從來無意排除任何人。大家無謂『針砭』
字眼 ，因為歸根究柢，行政長官亦要被香港
人接受，大家應集中精力聚焦《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研究出雙方接受的普選辦法，挑

選出最有利香港的特首人選」。
針對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羅范椒芬認為，

根據《基本法》就行政長官普選安排有清晰
說法，人大常委會亦已經通過相關《決
定》，指出提名委員會組成方法會參照選舉
委員會，預料提名委員會劃分成四大界別，
能夠達致均衡參與的原則，相信亦是中央政
府的想法。

保「金字塔」不同階層聲音獲反映

她坦言：「雖然我無權威消息，但香港作
為資本主義社會，需要確保社會『金字塔』
中不同階層的聲音，不能夠單是聽取基層聲
音，以數量取勝或鬥大聲，最重要做到均衡
參與。由於行政長官需面對不同界別，提名
委員會劃分成四大界別，能夠包含大部分界
別。在上述兩個考慮，相信四大界別的組成
亦會是中央想法」。
被問到界別及選民基礎，她回應時稱，因

應各個界別情況不同，是否擴大界別及選民
基礎留待社會討論。

毋須硬分階段作兩次諮詢

究竟特區政府應何時展開諮詢？羅范椒芬
相信，政府現時應該先行收集不同意見，歸
納後再提出諮詢文件，如果政府前期工作做
得好，亦毋須硬要分階段進行兩次諮詢，
「大家應該先行諮詢醞釀，亦不是一定要政
府率先提出主觀方案」。她直言，大家既要
「看星亦要看路」，期望大家通過易位思考，
務實看待問題尋求共識，「雖然星星是崇高
理想，但亦要照顧現實，行得一步多一步，
大家始終都是朝 民主路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真普選聯盟昨晚舉行例會，召
集人鄭宇碩表示，會上通過為真普聯註冊，及開設專用戶
口，並通過新加入團體的資格，包括一直積極爭取雙普選及
接受真普聯的宣言。
鄭宇碩昨晚還稱，會上通過學者團名單，暫時只有8名，包

括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香港大學政治
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等。

「我又不是買軍火」劉慧卿拒認抗中央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主持網台節

目，與行政會議成員兼港區人大代表羅
范椒芬，就香港2017年普選問題唇槍舌
劍。

竟稱何俊仁「最愛國愛港」

在節目上，劉慧卿稱，香港市民很想2017
年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但中央
政府卻提出「愛國愛港」的特首條件，完全
是「節外生枝」：「我算唔算對抗中央？何
俊仁就最『愛國愛港』。點解中央政府唔信
任『民主派』？我做咩要以行動令中央相
信，咁我究竟做 咩令他中央不相信？」

羅太挑戰「拍心口」 卿姐迴避

羅范椒芬即反駁指，中央政府有需要將兩
個前提說在前頭，確保不威脅國家安全，
「如果你覺得無，咁咪無囉，你拍心口話：
『我劉慧卿無做到對抗中央的事』」。劉慧卿
即顧左右而言他，稱中央政府拋出「愛國愛
港」的特首條件「完全無問題」，但法律並
無「規定」只有愛國愛港者才能參選特首：
「我無罪做咩要拍心口？我不是掘祖宗山
墳，又不是殺人滿手鮮血，又不是買軍火及
飛機大炮隊 共產黨，咩係對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籲反對派大局為重
勿為國家添煩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聯同法律學者號召發起
「佔領中環」行動，藉癱瘓金融中心地帶作為談判籌碼，企圖與
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羅范椒芬昨日接受網台訪問時強調，政治必
須妥協，所有的談判亦要站在對方立場出發，做到「一人走一
步」，否則雙方只會缺乏互信，又寄語反對派應該以行動展現出
大局意識及國家觀念，而非為國家添煩添亂，好讓中央政府放
心。

「採用暴力不會有好結果」

羅范椒芬昨日在訪問中坦言，談判當然要擺姿態，反對派鼓吹
的「佔領中環」亦是一種姿態。不過，她希望大家透過不同渠道
表達意見，「採用暴力不會有好結果，大家透過不同渠道表達意
見，總好過將說話及意見『拉到最盡』，最終不能回頭，正如(民
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亦要立即撤回方案，這亦是無必要，希望
發起者易位思考，以務實態度跟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溝通」。

選特首涉國安 中央擔心有理

她說，國家解決深層次矛盾，有賴穩定的社會環境及國際環
境，故中央政府非常關注國家安全及核心利益，否則2020年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的期望會落空，「挑選特首涉及國家安全，中央政
府擔心亦不無道理」，反對派更應以行動展現出大局意識及國家
觀念，好讓中央放心。「大家不斷緬懷殖民統治時代，又不去認
識國家，以為最好將『一國兩制』劃分開，香港就可以參與內地
事務，甚至指指點點，但中央絕對不可能評論香港，咁樣做，我
自己都過唔到自己那關。任何事都要一人走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坊間就特首普
選定義掀起爭論，香港
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
授、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見圖)認為，倘各界堅
持「絕對標準」，只會各
說各話，建議特首選舉
的提名委員會可就現行

的選舉委員會進行改革，以增加其廣泛代表性。
香港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張達明承認，接受《基
本法》寫明的特首選舉提名委員會，而把提名人
數維持選舉委員會全體人數八分一的做法，也可
以讓不同政見人士入閘參選。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全國人大法

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所講的觀點並非新事物，
只是各界過往從未就普選問題達成共識，並理解香
港社會希望不同政見的人能夠入圍參選，但一旦各
界只用「絕對標準」進行討論，只會各說各話。

梁：擴選民基數棄公司票

她認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提到的「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可以有多種選擇，當中
包含了政治訴求、法律框架及「一國兩制」等元
素，社會應一起在這些元素中作出平衡，又建議
特首普選的提名委員會，可就現時選舉委員會進
行改革，包括從現有四個界別的選舉方式入手，
例如擴大選民基數、取消公司票，及重新檢視或
整合個別業界情況，這樣才能較聚焦討論。

張：不「加道閘」信港人接受

至於普選是否符合國際標準方面的爭議，張達
明在同一節目中表示，國際標準提及參選權不應
受不合理限制、參選權不應因宗教政治等不同見
解的原因而受歧視，並保證選民的意志得到自由
表達，並稱《基本法》草擬時已回應港人要求，
在第四十五條寫明以普選為最終目標，而普選並
非內地法律詞彙，不滿中央如今卻不兌現承諾，
促請特區政府盡早展開政改諮詢。

不過，他承認，自己接受特首普選有提名委員會，因為
這是《基本法》寫明的，「如果不多加一道閘，我相信香
港人也接受，因為回歸以來也是如此，雖然未是最妥善，
但起碼八分一的要求也可以出到希望揀的候選人，即使未
必能當特首，但起碼可以投票」。

■鍾樹根譴責反對派為一己之私，漠視全港巿民利益，鼓吹破壞秩序、法紀的「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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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范椒芬(左)與劉慧卿(右)握手。 莫雪芝 攝

譴責反對派只顧利私 迫撤方案拒理性討論

鍾樹根：越來越多人反「佔中」

■鍾樹根踢爆反對

派給壓力李柱銘收

回提出的方案，是

怕普選達成共識，

會 使 他 們 失 去 巿

場。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首
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不能與中央政
府對抗，社會普遍視為簡單不過的常
識，理所當然的條件，但反對派卻聲
言這要求「不符合國際標準」。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批評反對派混淆了西方民主國家
的多黨政治和中國「一黨執政，多黨
參政」的制度，又強調提名委員會的
委員和廣大巿民一樣也是香港人，特
首依然是由香港人選出，並非由中央
政府欽點，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就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民主程序的具體細節
進行討論。

要求正常務實符合國家制度

鍾樹根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直言，中央政府要求特首不與中央
政府對抗，是很正常、很務實的要
求，以國家目前一黨執政的政治局面
來說，不可能接受與中央政治傾向不
同的人做特首：「你不能用多黨制民
主國家的情況，要中央政府達到這個
要求⋯⋯如果將來國家真的發展成多
黨制，我就覺得這樣可以，並不出
奇，但現在就是不行。中央怎可能容
許一個以推翻中央政府為己任的人做
特首呢？」

反對派應重讀《基本法》

他指出，反對派對全國人大法律
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指提名委員

會要整體提名的說法感到不滿，認
為與預期有落差，全因反對派想得
太多，想得太遠：「他們有時間務
實一點重讀基本法條文，就會知道
(特首普選)一定要經過提名委員會產
生候選人。」
鍾樹根直言，反對派爭拗「愛國愛

港」應否成為特首條件之一，是混淆
了西方國家多黨政治和國家「一黨執
政，多黨參政」的制度。但即使在西
方民主國家中，地區領導人會與中央
政府的領導人或來自不同政黨，有不
同政見，但政黨之間只是路線之爭，
對民生議題持有不同立場，但不會有
政治體制的傾向不同，就如美國的民
主、共和兩黨，就槍械管制、同性婚
姻、稅收、社會福利等民生議題取態
各異，但都不會提出推翻美國的聯邦
共和制。

提名委員會委員都是港人

就有反對派中人稱，中央政府應該
相信香港人智慧，相信港人會選出一
個愛國愛港、不與中央政府對抗的候
選人做特首，而不應在提名委員會階
段便將不愛國愛港的候選人「篩
走」，鍾樹根反駁道：「提名委員會
(委員)都係香港人 嘛，(候選人)唔
係『大陸』揀 喎。」
被問到他對提名委員會有何個人方

案，他表示具體組成方案、表決程序
等，香港社會可以一起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