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2 ■責任編輯：陳　功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3年11月21日(星期四)聞新

李飛及張榮順訪港行程
今日（21日）

3:00pm 到金鐘道政府合署與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及律政司其他官
員會面

傍晚 禮節性拜會行政長官梁振英

明日（22日）

10:30am在政府總部與行會成員、部
門首長及政治助理會面並參
與內部座談交流會

12:30pm到禮賓府出席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所設午宴，與社會各
界人士交流

3:00pm 分別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
港律師會會面交流

後日（23日）

上午 離港

#行程以當局正式公布為準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 飛及張榮順今日抵港後
率先與律政司交流：2

人將於下午3時於金鐘政府合
署高座與袁國強及律政司其

他官員會面。傍晚，他們會與特首梁振英禮節性會面。明日上
午10時半，他們會到特區政府總部，與行政會議成員、各部門
首長及政治助理會面，參與政府內部座談交流會，就特區政治
體制有關的議題進行交流。

林鄭明設午宴 廣邀議員賢達

明日中午是李飛及張榮順訪港的「重頭戲」：兩人將出席政
務司司長、政制發展諮詢專責小組主席林鄭月娥在特區禮賓府
舉行的百人午宴，其間會接觸到各界社會人士，李飛和林鄭月
娥並會分別致辭。
據悉，獲邀出席是次午宴的立法會議員，包括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立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副主席湯家驊，立會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副主席郭榮鏗，立會政制事務
委員會主席譚耀宗及副主席謝偉俊。
同時，獲邀出席午宴的還包括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委員陳弘毅等港方成員，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成員，18區
區議會主席，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中出副會長陳勁和貝鈞奇，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等商界代表，及智庫代表等。

會晤兩律師會 交流政改意見

李飛及張榮順在午宴後，仍馬不停蹄面見香港兩大律師團
體：兩人明日於下午3時抵灣仔君悅酒店，先與香港大律師公
會會面，估計大律師公會憲法及人權事務委員會主席羅沛然及
執委約20多人很大機會出席交流。其後，李飛和張榮順會再與
香港律師會會面，就政制發展相關議題交換意見。23日上午，
兩人在完成訪港行程離港。

劉漢銓：權威指路少走彎路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李飛是基本法

專家，是次來港與各界解釋政改要如何符合《基本法》和人大
常委會決定，在加強溝通的同時，可以讓港人多知道人大和法
律專家如何看待普選要求和法律框架，而與香港法律界的接
觸，更有助各界正確理解依法落實普選的法律要求，避免浪費
政改的討論時間。
他解釋，香港不能推行違法的普選方案，倘社會對法律存在

誤解，就不能順利落實普選，而目前香港社會存在不少與《基
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牴觸的普選要求，各說各話，不利達
成共識，故李飛等明確了法律框架，將有助各界暢所欲言，最
終得出一個符合法治要求的民主方案，省卻很多不必要的爭拗
和精力。

蔡毅：顯示中央願廣納建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蔡毅表示，李
飛等中央官員在政改諮詢前夕來港，顯示中央願意聆聽香港社
會各界意見，對促進政改討論起良好作用。他相信李飛會重申
政改一些原則性問題，甚至可能會明確指出反對派提出的「公
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相信對推進整個政改討論而言是一件
好事。

陳勇：面對面討論有利溝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認為，李飛及張榮順代表國家立法機
關訪港，「面對面、深刻討論是好事，更能夠了解各方面符合
《基本法》的意見及訴求」，同時有利各方溝通，達致最大共
識，在《基本法》框架下有信心政制向前發展，將多元方案聚
焦，成為多數市民接受的方案。

簡松年：闡明原則助達共識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指出，李飛專程來港多聽普選意見，李
飛身為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林鄭月娥邀請他到港聽意見、說
框架，與立法會和各界交流，親自闡釋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與各界共同探討如何在不違反法律框架下達致普選方案，
有助促進政改共識。

明日
晤各界聽民意
百 宴人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主任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

今日訪港。據了解，2人會先與特區政制發展諮詢專責小組成員、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等會面，明日會與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立法會部分議員、兩大律師團

體，及商界和區議會主席等人士座談午宴，並發表重要講話。政界人士分析，

兩人此行透過多場活動與社會各界，特別是特區政府和法律界的交流，凸顯了

中央對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推行普選的誠意和重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飛及張
榮順未抵港，鼓吹「佔領中環」主事者陳健
民已試圖來個「下馬威」，聲言倘中央「縮
窄」普選框架，或會「激發市民反彈」，甚
至「要求」「提前佔中」。社會各界人士批
評，李飛及張榮順是次來港，為的是確保普
選循法律框架落實，「佔中」者試圖威脅中
央，反映他們毫無依法政改的誠意，香港市
民都不會支持。
陳健民昨日聲稱，他認同中央官員訪港好

正常，但就擔心中央「縮窄」普選框架，
「譬如社會剛熱烈討論『公民提名』，會否話
『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而無法討
論？如果框架窄到一個地步，難以設計符合
國際標準普選方案，市民是不會參與諮詢，
甚至民間定會有壓力要求提前『佔中』」。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也聲言，中央在普

選問題上雖有角色，但香港社會希望政改工

作由特區政府主導，不希望有中央官員「持
聖旨」，「君臨天下」地為普選設下框架，
倘特區政府處理不善，必定會陷入「管治懸
崖」，令市民被迫提早「佔中」，有可能令政
改「一拍兩散」。

蔡毅：聆聽意見非「持聖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

事長蔡毅昨日向本報表示，李飛等來港是
要廣泛聆聽社會各界對政改的意見，絕非
劉慧卿所指的「拿 聖旨」，即使中央官員
就政改表達意見，代表的是中央立場，並無
不妥。

吳秋北：要脅中央癱瘓諮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

批評，李飛來港是盡其職責，務求讓香港政
制發展可跟從《基本法》框架，有人聲稱要

提早「佔中」，完全是要脅，非廣大香港市
民願意見到的，「未諮詢先癱瘓（中環），
這類威脅行為不是好做法。」

簡松年：反對派完全無誠意

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指出，李飛專程來港
的意義在於可多聽香港各界意見，釋出中央
對落實普選的誠意，但反對派有人卻指李飛
來港可能逼使他們「提前佔中」，沒有給予
應有的誠意。他期望反對派放下成見，顧全
政改大局，不要死抱自己意見，這樣才能把
握好會面機會，坦誠交流。

王國興：劉慧卿「烏鴉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直斥劉慧卿「烏
鴉口」，強調對方身為民主黨主席，應該以正
面的態度提出他們的建議，打破目前的困
局，讓香港政制得以向前邁進：「中央官員

不來港鬧，願意來港又鬧，咁劉慧卿想點？
她是否真的想與中央溝通？市民應該問一問
她有何用心？是否真的想香港好？」

田北辰：中央擔當重要角色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指出，中央在香港政
改問題上擔當重要角色，負責有關事務的李
飛親自來港是一件好事，劉慧卿的反應實在
「太過敏感」，其思維方式「一刀切」，質疑
她是否拒絕溝通。

吳亮星：李飛是基本法「活字典」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指出，李飛這位《基本
法》權威來港聽取民意是一件好事，「是一
本活字典，令港人毋須四處查字典⋯⋯唔明
白劉慧卿點解係又鬧，唔係又鬧」。體育、
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也對劉慧卿
的反應莫名其妙。

各界怒斥：「提前佔中」圖要脅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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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法》是特

區一切權力的來源和所有制

度的根基，是特區的憲制性

法律，故香港特首的普選辦

法，受到《基本法》的規

範，並須遵循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解釋及《決定》確立

的憲制程序，並不是一個完

全開放的議題，而在《基本

法》的軌道上討論普選問題

是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處

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唯一依據

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

須依法探討普選制度

《基本法》是全國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

法律，其根本宗旨是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特區長期繁榮穩定，其立法目的是保

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

故特首普選制度必須符合有關的宗旨

和目的，不能導致「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的實

施遭受嚴重挫折；既要體現選舉的普

及而平等，也要充分考慮符合香港特

區的法律地位，與香港特區行政主導

的政治體制相適應，兼顧香港社會各

階層利益，以及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

經濟的發展等原則。

絕非完全開放式議題

同時，特首普選要符合《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的具體規定，包括特首普選候選人

要「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經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而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明確了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

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

的現行規定組成。有關制度是根據香

港的實際情況而設計的制度，是香港

社會共識，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

展和社會各階層的均衡參與，有利於

建立良好的中央與特區關係。這些，

都清楚說明了特首普選絕非一個完全

開放式的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飛及張榮順訪
港，與香港社會各界，包括法律界會面，立法會
各黨派議員指出，李飛是《基本法》權威，相信
他會強調香港普選的法律框架基本法的解釋，不
會提具體方案，有助釐清政制改革的爭議問題，
盡快縮窄分歧，達成共識。

葉國謙：讓反對派不存幻想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出，他相信
李飛在與各界會面時，會重申普選的各項原則，
包括《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中的「廣泛代表性」、
「民主程序」，「好大機會講明『公民提名』不符
合《基本法》」，以免反對派繼續「心存幻想」。

葉劉：希望更明白中央立場

明日有份與李飛會面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

坦言，「中央政府一早講明，（政改）要以《基
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做基礎」，希望通
過會面，各黨派人士能明白中央的原則和立場。

梁美芬：有助各方縮減分歧

將出席明日午宴的經民聯議員梁美芬指出，香
港社會對《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看法有分歧，
希望通過是次會面，雙方有機會交流對政改的意
見，在提委會等方面縮減分歧。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及郭榮鏗，均會出席明日的

午宴，兩人雖表歡迎，但就希望李飛與全體立法
會議員會面。其後，反對派23名議員舉行記者
會，向林鄭月娥發出公開信，稱政府有責任安排
李飛與反對派及民間團體代表會面，聽取「不同
意見」。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直指，安排會面的大前提，

是有關議員「願意傾」，而由立會負責政制、司法
及法律事務的議員獲邀出席較明日午宴為合適。
民建聯副主席陳勇指，不應只留意李飛見誰或不
見誰，因對方訪港時間短，無可能來港一次就與
所有人會面，並相信未來有更多交流機會。

議員期盼李飛
釐清政改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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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秘書長

兼香港特區基

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

任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張榮順。

劉漢銓 葉國謙 蔡　毅 陳　勇 葉劉淑儀 簡松年

吳亮星梁美芬田北辰王國興吳秋北陳婉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