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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台獨」

調查日期 比率

08/2013 61%

03/2013 60%

08/2012 58%

03/2012 64%

12/2011 67%

09/2011 63%

06/2011 65%

03/2011 63%

12/2010 75%

09/2010 71%

06/2010 73%

03/2010 71%

12/2009 75%

09/2009 78%

06/2009 75%

03/2009 79%

12/2008 79%

09/2008 79%

06/2008 81%

03/2008 80%

12/2007 82%

09/2007 83%

06/2007 79%

03/2007 80%

12/2006 80%

09/2006 81%

06/2006 78%

03/2006 83%

贊成「台獨」

調查日期 比率

08/2013 26%

03/2013 25%

08/2012 25%

03/2012 20%

12/2011 20%

09/2011 20%

06/2011 19%

03/2011 20%

12/2010 15%

09/2010 15%

06/2010 17%

03/2010 14%

12/2009 14%

09/2009 12%

06/2009 16%

03/2009 13%

12/2008 12%

09/2008 11%

06/2008 11%

03/2008 12%

12/2007 10%

09/2007 11%

06/2007 11%

03/2007 13%

12/2006 9%

09/2006 12%

06/2006 12%

03/2006 11%

1. 香港研究協會的市民對「佔領中

環」行動民調：

問題：受訪者是否支持「佔中」？

10-15/07/2013：

支　持： 27%

不支持： 63%

未決定： 6%

無意見： 4%

17-21/06/2013：

支　持： 26%

不支持： 63%

未決定： 5%

無意見： 6%

02-07/06/2013：

支　持： 25%

不支持： 61%

未決定： 6%

無意見： 8%

18-23/05/2013：

支　持： 26%

不支持： 60%

未決定： 7%

無意見： 7%

2.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問題：你是否支持「佔中」？

05-06/2013

不支持或很不支持： 49.5%

支持或很支持： 26.9%

一半半： 22.2%

不知道： 1.3%

3.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特首選舉

設計」慎思民調：

問題：有人建議用「公民抗命」方

式去「佔中」 要道，去爭

取中央及特區政府接受2017

年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符合

國際對普選的定義。你認為

這個做法的成功機會有幾

大？

21-25/09/2013

細： 73%

一半半： 11%

大： 6%

很難說： 10%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網站、港

大民意網站、亞洲週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前台灣領導人陳水扁在任8年間搞「台獨」，任內貪腐醜聞纏

身，台灣經濟更是一落千丈，各項評比皆居亞洲四小龍之末，

民眾怨聲載道，其中有調查顯示其任期末的台灣大學畢業生的

平均起薪是26,700元(台幣，下同)，比起其上任時還少了762元。

同時，他還設置種種限制台商投資大陸的障礙。

台灣曾在上世紀80年代取得輝煌的經濟發展，於1982年至

1987年，台灣年均出口增長率高達15.5%，出口總額與出口增

長率均居四小龍首位，經濟增長率居第二、人均GDP第三，台

灣的綜合實力居四小龍之首。不過，隨 李登輝和陳水扁前後

兩任台灣領導人大搞「台獨」，令台灣經濟形勢發生了逆轉。

有調查顯示，2000年到2005年陳水扁執政的6年間，亞洲四

小龍同期平均經濟增長，香港及韓國以5.2%同居第一、新加坡

4.5%排第三，台灣僅3.6%排第四；2005年人均GDP台灣退至第

四；年出口增長率，台灣亦退至第四。台灣綜合實力跌至四小

龍之尾，經濟病症的直接後果就是：投

資外移，失業高漲不下，民怨四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人反「台獨」呼聲高市民反「佔中」成主流

資料來源：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製表：鄭治祖

在「一國兩制」下，本港的行政、立法、司法及終審權力，都是由中央
授予，高度自治的範圍均由《基本法》規定。自回歸後，各中央領導人先
後對本港的憲制地位和政制發展權限發表重要講話。2007年，時任國家主
席胡錦濤在第三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明確提出，「一國」是「兩制」的
前提，「一國」和「兩制」不能相互割裂，更不能相互對立。國家主席習
近平於去年全國「兩會」期間，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也重點談到，香
港要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兩制」是「一
國」內的「兩制」。

胡錦濤：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

2007年的7月1日，第三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
也特別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前提，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
提出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

習近平：要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

習近平於去年全國「兩會」期間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時，同樣提出香
港要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他指，「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兩制」
是「一國」內的「兩制」：「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澳門問
題，我看核心是兩條，一是對香港、澳門回歸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利
益，二是保持港澳長期的繁榮穩定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一國」乃「兩制」基礎

反對派近期積極與「台獨」
分子勾結，既邀請所謂

「『台獨』理論大師」林濁水來
港大肆宣傳其所謂「本土文
化」，暗撐揮舞「龍獅旗」的
「港獨分子」，李卓人、朱耀明
及鄭宇碩更公然向著名的「台
獨」分子施明德「求援」。鄭宇
碩及「佔中」另一發起人戴耀
廷聲言，其他地區「關心」本
港事務十分合理。

盧瑞安：「港獨」萬劫不復

香港中旅集團執行董事、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在接受
本報訪問時強調，本港必須依
據「一國兩制」尋求普選，與
台灣發展並不相同，反對派聲
稱「借鑑台灣」，與「台獨」分
子會面，是有意鼓吹「港獨」，
絕對不利本港發展：「施明德
是搞『台獨』出身的，（『佔中』）
點解同『台獨』勢力扯上關
係？係咪要搞『港獨』？」他
直言：「邀請『台獨』勢力參
與香港政制發展，是極之不聰
明及非常危險做法。反對派完
全是講一套做一套，港人要聽
其言觀其行，擦亮眼睛看清楚
他們的『狼子野心』！香港不
可能『獨』，這不單影響700萬
人利益，而是影響13億人，這
絕對是不可能成事。綜觀香港
大環境，『港獨』只會令香港
萬劫不復。」

葉太：損港利益憲制地位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

葉劉淑儀批評，「佔中」只會
把本港「越搞越亂」，公然拉攏
「台獨」勢力更會令人產生「不
良聯想」；反對派與施明德等
人會面，會「有意無意之間引
入『港獨』勢力」，做法不合符
本港利益，也不符本港憲制地
位，更會令中央提高戒心，對
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並無好
處。

譚耀宗：政制不容「台獨」干預

民建聯主席、全國政協委員

譚耀宗直言，「佔中」本身已
極具爭議性，反對派公然拉攏
「台獨」勢力，舉動「十分危
險」，非但會增加政改的複雜
性，更令人擔心反對派欲借
「交流」為名，將「台獨」勢力
引入本港，最終只為搞「港
獨」。對於施明德聲言「樂於支
援『佔中』」，他直言「好大問
題」，強調政府推動政制發展，
根本毋須「台獨」分子提供任
何「協助」。

葉國謙：拉攏「境外勢力」不當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

國謙批評，反對派拉攏「境外
勢力」支援「佔中」並不恰
當，質疑反對派將普選問題複
雜化，會對本港實現普選添加
負面因素，「政改（難度）一
定會增加」。被問及反對派早前
在台灣報章刊登廣告，聲稱要
「抗融合、拒赤化」，現在又公
然拉攏「台獨」勢力，怒斥連
串做法「非常可笑和可悲」，而
中央對此「一定有睇法」，促請
反對派想清楚舉動是否真正對
本港落實普選有利。

陳勇：引狼入室禍害香港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陳勇表示，反對派與

「台獨」分子會晤，不禁令人懷
疑民進黨有意在港推銷「台
獨」，更擔心本港政制發展一旦
牽涉到「台獨勢力」分離主義
等主權問題，政改會變成無法
談判，「在香港政制發展上，
是1997年主權回歸後先賦予香港
有普選，大家應尊重國家主權
及遵守《基本法》，再者香港發
展與台灣並無太大關連。如果
引進『台獨』再加上香港的
『龍獅旗』，事件會變得複雜，最
終『引狼入室』，可能搞垮香港
發展自毀長城。有些道德底線
是絕對不可僭越的」。

王國興：損害維持繁榮穩定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狠
批反對派將「台獨」思維引入
本港，做法「絕不可取」，而他
們與「台獨」分子會面，令
「台獨」勢力有機會介入本港事
務，對本港維持繁榮穩定「肯
定有害」，「所有想香港好的
人，都不會歡迎此等行為」。

黃國健：中央關注背後企圖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怒斥反對
派「引狼入室」，質疑反對派是
想推動政改，還是想搞「港
獨」，而有關舉動是「政治上的
愚蠢」，又指中央會非常關注反
對派的背後企圖，倘政改因此
拉倒，反對派將「後果自負」。

蔡毅：為普選添煩礙發展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指出，
「佔中」巨頭赴台與「台獨」分
子會面，肯定會為本港落實普
選帶來麻煩，而引進「台獨」
勢力更會阻礙本港發展，令社
會更加分裂，「難免令人質疑
有意引入『台獨』搞『港獨』，
『台獨』人士聲稱『抗爭要流血』
更絕不符合香港法治精神；引
進『台灣暴力革命』到香港，
更會帶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
響」。

梁美芬：顯「佔中」動機複雜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直
斥，反對派與「台獨」分子過
從甚密，充分反映「佔中」背
後的動機「毫不單純」，本港內
部事務應由港人自行解決，質
疑反對派向有「台獨」背景人
士「取經」，質疑背後是否有外
國勢力從中干預，而「佔中」
本已是本港實現2017年特首普
選的一大障礙，反對派現時更
拉攏「台獨」勢力，只會把普
選問題「高度繁雜化」，令政改
「寸步難行」。她續說，反對派
策動「佔中」損害本港經濟，
撕裂社會，形容「佔中」主事
者與「台獨」分子會面，是
「由暗轉明」，公然讓「台獨」
勢力拉攏本港反對派搞「港
獨」，質疑他們究竟是否有誠意
推動落實普選。

田北俊：市民應加強反「佔中」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直言，本
港政制發展應由港人自行處
理，絕不支持反對派向「台獨」
分子「取經」，而台灣雖是中國
的一分子，但不應對本港事務
說三道四，「正如香港人都唔
會對台灣政局指指點點」，又呼
籲市民加強對反「佔中」的支
援，對抗施明德所謂「支援
『佔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真普選聯盟」召集人
鄭宇碩昨日被問及何以要與「台獨」分子施明德「求援」
時為自己辯解，聲言中央統戰部接觸「台獨」分子的頻
率比他們更高。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盧文端批評，鄭宇碩此言是試圖混淆視聽：
「統戰部做的是統一戰線的工作，也就是為了國家統
一，他鄭宇碩見施明德，是為了說服他『棄獨促統』？
他只為了推動『港獨』，怎可相提並論？」
盧文端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解釋，中央統戰部的主要職

責之一，就是負責開展以祖國統一為重點的海外統戰工

作；聯繫香港、澳門和海外有關社團及代表人士；協助
有關部門對香港、澳門地區統戰工作方針、政策進行調
查研究；做好台胞、台屬的有關工作。
因此，統戰部接觸「台獨」分子，是為了通過接觸，

希望說服他們迷途知返，是為了國家的統一，但鄭宇
碩，工黨主席李卓人及「佔中」發起人朱耀明，名義是
為了「佔中」，實質上是試圖引「台獨」來推動「港
獨」，是分裂國家、不尊重「一國」的所為，鄭宇碩竟
自比統戰部，完全是在混淆視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鼓吹

「佔領中環」的工黨主席李卓人、「佔

中」發起人朱耀明及「真普選聯盟」召

集人鄭宇碩，日前赴台尋求「台獨」分

子施明德的「支援」，而反對派同日亦

邀請另一「台獨」分子林濁水推銷其理

念。本港社會各界人士譴責，反對派勾

結「台獨」勢力儼如「引狼入室」，質

疑他們被外部勢力操控，試圖引入「台

獨」搞「港獨」，挑戰「一國」原則，

做法非常危險，最終可能拖垮本港政制

發展、搞亂兩岸關係發展，非但更難達

至普選，整個社會更會付出沉重代價。

不過，各界人士相信港人會擦亮眼睛，

看清楚反對派的狼子野心。

盧文端 盧瑞安 葉劉淑儀 譚耀宗 葉國謙

陳勇 王國興 黃國健 蔡毅 梁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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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碩見「台獨」搞「統戰」？

各界強烈譴責
「佔中」勾結「台獨」

搞「港獨」禍香江 挑戰「一國」拖垮政制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