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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訪港凸顯中央對普選有誠意
蒯轍元
在香港政制發展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中央都為香港社會釋疑解惑、立牌指路。以往中央都
是在政改方案諮詢以後再派人與港人進行交流，而這一次卻是在諮詢之前，先是喬曉陽在深
圳與建制派議員談普選底線，現在又是李飛在諮詢之前訪港交流，再次展現出中央對推動落
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決心和誠意，也有利於將政改諮詢納入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法治軌道，
避免走彎路。針對當前香港社會對特首普選眾說紛紜之際，李飛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代
表訪港交流，會就普選制度設計闡明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規範。對李飛訪港交流溝通，部
分反對派政客卻擺出對抗姿態，聲稱要「提前佔領中環」
，這種拒絕溝通交流的態度不僅缺乏
起碼的禮貌，而且對增強香港社會與中央的互信，共同落實普選具有破壞性，違反中央與廣
大港人依法落實普選的共同願望，是不得人心的。

各界對李飛訪港熱烈歡迎與期待
李飛訪港的重要使命，是再次展現中央對推動香港落
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決心和誠意，並就政改一些原則性
問題和規範，與香港社會各界進行交流，釋惑解疑，代
表中央作出權威性解答。香港社會各界對李飛訪港表示
熱烈歡迎與期待，認為李飛在諮詢前夕訪港聆聽各界意
見，展現出中央政府對香港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的決心
及誠意。李飛與香港社會各界交流溝通聯絡，定能發揮
其功能及效用，特別是特區政府快將啟動政改諮詢，及
早增加溝通，有助避免社會分歧加重。社會各界並深信
李飛是次訪港有助港人更準確掌握基本法，在遵守法治
下爭取特首普選的最大共識。
李飛訪港交流，再次展現出中央堅定不移地依法推進
香港民主發展。在香港實行普選是中國政府首先提出並
在基本法中作出規定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提及普
選問題。回歸後，中央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進香港民
主發展，為普選目標的實現作出了不懈努力。2007年12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
表，充分顯示中央在香港發展民主的決心和誠意。今年
以來，中央領導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再三表明中央在香港
落實普選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可以
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2017
年如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

反對派大失分寸 擔心其謬論失去市場
李飛訪港凸顯中央對普選有誠意，反對派卻顯得大失
分寸，因為李飛來港再次展現出中央對落實普選的決心
和誠意，並釋疑解惑，講清原則明確規範，意味 反對
派在普選問題上鼓吹的謬論將失去市場，包括污衊中央
對普選無誠意，以及鼓吹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
等，他們散佈的這些迷霧將被廓清。反對派喉舌《蘋果
日報》對此心知肚明，該報昨日污衊說：「中央派李飛
南下，是要在政改方案出爐前一鎚定音。」政改諮詢還
未召開，政制諮詢文件仍未出台，李飛怎可能在政改方
案出爐前一鎚定音？反對派喉舌企圖詆毀和抹黑中央對

表現。
普選的誠意，完全是徒勞的。
反對派政客對李
《蘋果日報》知道中央不會受「佔中」威嚇，於
是組織了幾個反對派政客進行色厲內荏的反撲。 飛 來 港 是 否 否 決
「佔中」發起人之一陳健民叫囂，若李飛來港是否決 「公民提名」和拒絕
「公民提名」和拒絕不同政見人士入閘選特首，特區 對抗中央的人入閘 ■蒯轍元
政府的政改諮詢勢必是「假諮詢」，相信民間一定有 選特首怕得要命，叫囂不許李飛頒佈「唔准做呢樣、唔
，其狂妄囂張，不僅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淺薄
壓力要「提前佔領中環」。勾結「台獨」的工黨李卓 准做那樣」
人亦叫囂，若李飛「下旨」搞「假普選」，由中央控 表現，而且忽視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是落實基本法
制提名，「佔中」勢必一觸即發。公民黨陳家洛惡 和全國人大決定，受到嚴格的憲制和法律規範，不是一
狠狠地說：「李飛唔好落 諗住頒佈聖旨，唔准做 個完全開放的議題。
反對派在普選問題上鼓吹種種謬論，例如他們炒作得
呢樣、唔准做那樣，否則只係撩交嗌。」民主黨主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9月12
席劉慧卿昨天則聲稱，不希望政改未開始，中央官 甚囂塵上的所謂「公民提名」
員便來港主導事件，猶如拿 「聖旨」為政改定調 日覆函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就已擲地有聲指出，「公民提
。又例
及定框架，否則市民將很失望，將被迫「提早佔領 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
，其實是
中環」。這些反對派政客的胡言亂語，顯示他們完全 如他們所謂「拒絕不同政見人士入閘選特首」
。但是，不能接受與中
當香港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完全不承認香港特 「拒絕對抗中央的人入閘選特首」
區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下，受中央人民政府管 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條底線，不僅是為了捍衛中
轄。他們的「港獨」心態溢於言表。筆者忍不住要 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而且也是為了維護港人根本福祉。
再問一句：「試看今日之域內，竟是誰家之天下？」 這條底線的憲制依據，來自中國憲法第一條，也體現在
基本法序言和多項有關條文中。

反對派「港獨」心態加鴕鳥心態

訪港交流必將體現依法治港重要原則

反對派政客必須正視，香港特區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全國人大根據憲法設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權
李飛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代表訪港交流，必將體
力，是中央根據憲法以基本法的形式授予的，不是香港 現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則：依法治港。依法治港中的
本身固有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處於國家的完全主權之 「法」
，首先是憲法和基本法。特首普選必須體現依法治
下，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轄。落實香港普選，必須按照基 港，政改諮詢和普選制度設計必須納入基本法和人大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辦事，而基本法和有關決定 定的法治軌道，才能避免走彎路。反對派動輒以「提早
都是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和作出的。香港政制方案 佔領中環」來要脅中央，是目無法治的表現。對大規模
最終亦要獲全國人大常委會認可。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 破壞香港法治和危害國家安全的行徑，無論是特區政府
中的角色非常清晰，反對派不承認中央對香港政制發展 和中央政府，都必將依法以強硬姿態對付。反對派不要
擁有主導權和決定權，只是「港獨」心態加鴕鳥心態的 僥倖希望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會姑息他們。

法治經濟民生做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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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公憤。「幫港出聲」發起人
周融昨日出席一論壇時，狠批
「佔中」破壞香港法治和經濟命
脈，並形容「佔中」是「一副死
牌」
，不可能迫使中央「讓步」
。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理事長蔡毅指出，「佔中」
將破壞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令法治、經濟受嚴重衝擊，香港
市民一定不會支持。

香

港島各界聯合會昨日舉行反
「佔中」論壇，百多名市民出
席，眾人齊聲譴責違法「佔中」
。周融
在會上形容，「佔中」主事者押上
「最大的賭注」，即以香港的法治、經
濟和民生作為賭注，但這是反對派
「多年來 住最差的牌」，只會把香港
推向動亂的邊緣。
他坦言，「佔中」在無任何勝算的
情況下，令700萬港人的利益受損，企
圖迫使中央在政改問題上「讓步」
，根
本不可能成功，「邊個信中央會讓
步？把香港的將來交給反對派？無可
能」
。

質疑反對派亂港益外國
周融質疑，「佔中」主事者「搞垮
香港，玩鋪勁」
，是存心要令香港亂，
令外國勢力從中得益，包括美國、日
本以至菲律賓等均「想中國衰」
，反對
派是在以「佔中」向外國「交差」
，以
達至其政治目的。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昨日
舉行反「佔中」論壇，百
多名市民出席。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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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砌，唔好俾反對派以為自己會贏」
。
他續指，「佔中」發起人朱耀明早 香港人要的是「沒有動亂的民主」
。
前與其他反對派中人赴台尋求向「台
蔡毅在會上也批評，「佔中」本身
蔡毅批損金融中心地位
獨」分子施明德「取經」，向「台獨」
「不合法、不合理」，反對派以「佔中」
周融又認為，「佔中」一旦成事， 恐嚇脅迫中央，只會破壞香港國際金
勢力「班馬做媒」支援「佔中」
，反映
「佔中」在香港根本無人願意參與。
反對派在下次選舉勢必被廣大市民唾 融中心地位，令法治、經濟受嚴重衝
他呼籲香港社會的沉默大多數「出 棄，促請各界人士傾盡全力打一場 擊，無論何時進行都不恰當，也不會
聲」，警告反對派「唔好玩 」，重申 「香港人的勝利之戰」，「最緊要大家 被市民接受。

涉濫用特權趕走保安
范國威早前曾被踢爆涉嫌違規，為已非立法會議
員的「好友」鄭家富申請泊車證，並使用立法會議
員的專用車位。本月初，立法會審議是否引用特權
法要政府交出免費電視發牌文件時，范國威就帶領
在立法會大樓外集會的5名港視網絡員工，到議員
專用的立法會議員休息室內的沖涼房沖涼，有立法
會保安員當時作出勸喻，但范國威未有理會，更涉
嫌濫用其議員身份，趕走有關的保安員，引起不少
議員不滿。立法會行管會擬向范國威發出警告信。

葉國謙：有前科應自重
行管會成員、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昨
日強調，立法會是立法機構，必須尊重，議員不應
該任意帶同家人、朋友等使用議員的專屬設施「休
息、沖涼」，而范國威已非首次犯例，早前他就為
前議員鄭家富申請泊車證違規泊車，又曾經試過佔
用立法會草地，接連違反規矩，應該自重。
范國威昨日稱，他願意承擔所有責任，但就振振
有詞地聲稱，為集會人士提供「協助」，「完全合
乎人道和人情」，當時根本無人使用有關設施，他
也在場守候，並沒有妨礙其他議員使用休息室，又
稱立法會盡快增建沖涼房供「公眾使用」，在有關
工程完成前，他在「社運人士」有需要的情況下仍
會提供協助。

莫乃光認錯承諾不再犯
當日，資料科技界議員莫乃光也有份帶領公眾人
士進入議員休息室沖涼，莫乃光願意認錯，並承諾
不會再犯。

傳拍阿松選特首 阿曾：「流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坊間不時有傳聞指，民建聯
創黨主席曾鈺成有意參與特首普選。昨日，有報道就引述網
上傳言，指稱曾鈺成與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行孖咇」
，參選
下屆特首選舉。曾鈺成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直指，有關傳
聞完全是「流料」
。
《星島日報》昨日引述網上報道稱，曾鈺成和梁錦松在過去
3個月一同出席過3次由第三方發起的政界人士聚會或飯局，兩
人均在席間「積極發言」
。有關的網上報道更繪形繪聲地稱，
曾鈺成「自知年紀略大」
，加上其「愛國愛港背景，出賽選特
首有難度」
，故他和梁錦松有一定默契「行孖咇」：自己能落
場就會自己參選，倘形勢不適合就會支持梁錦松出賽。
曾鈺成昨日被問及有關傳言時笑言，除了他和梁錦松的名
字，及大家確曾一同出席午餐會的資料是真確之外，有關報
道「其他所有係作 ⋯⋯倘一些無聊無根據的猜測使人嚇
怕，令人可惜」
。

動員在旺角集合，再到將軍澳無 電視大樓外舉行示
威，並有「破地獄」的鬧劇演出。第三招，煽動白色恐
徐庶
怖，恐嚇台慶節目的廣告戶，今後一定會受到招呼。
結果，《蘋果日報》的「萬千熄機賀台慶」搞不下
香港的黑社會，每逢過年過節，就 的法事。警告商號如果不服從「民主教父」的命令，
去了，響應號召的沒有幾個人。到達將軍澳的清一色
會抬出一盆柑橘到商號門口，勒索金 就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是社民連職業臨記，平日的遊行示威，他們已經是抬
錢，商號付出了款項，就會獲得平
黎智英的《蘋果日報》
，因為無 電視在節目上，說
棺材的老手，不過現在增加了「做生忌」
、撒溪錢、送
安 。 今 天 號 稱 民 主 的 人 ， 其 惡 霸 作 了一些和《蘋果日報》立場不同的說話，他就下令追
輓聯、「破地獄」的噱頭而已。為什麼執行黎的命令
風，比黑社會更卑鄙惡劣。他們的手 殺，聲言要降低其收視率。第一招，利用《蘋果日報》
會是社民連？原來社民連一直是黎的嫡系部隊，專門
法，就是抬棺材，詛咒別人死亡，還 「動新聞」在台慶的相同時段，製作「萬千熄機賀台慶」
用下流的恐嚇手段攻擊對手，從黎智英搞「五區公投」
用這一種手段對付無 電視，趁人家台慶的時候，要 節目，動員一些激進青年，通過視頻攻擊無 電視，並
開始，社民連一直衝鋒在前，聽從指揮。後來社民連
為人家「做生忌」
，撒溪錢，送輓聯，還做出「破地獄」 煽動其他人不要看台慶節目。第二招，聲稱有網民自發
創黨主席黃毓民和黎智英意見不合，黎智英立即把黃

黑社會伎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大力鼓吹
違法的「佔領中環」，反映有關人等視法例與規矩
如無物。「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於本
月初香港電視網絡在議會外集會時，違反立法會的
規定，帶領5名港視網絡員工到立法會大樓的議員
「專用」休息室洗澡，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擬就
此向范國威發出警告信。

毓民踢出了社民連，扶上了「盟友」陶君行，後來又
覺得陶君行不夠聽話，立即又換上了梁國雄。
黎智英完全可以把社民連玩弄在指掌間，所以，當
其他激進政黨沒有聽從黎智英的集結號時，社民連就
起 貼身近衛軍的作用，全部上了前線。能夠出動這
些打手的秘密在哪裡？就是所有政治經費，都是由黎
智英所捐出來的。《蘋果日報》
「動新聞」其實就是互
聯網電視，現在看上了無 電視的觀眾群和廣告客
戶，實行撬牆腳，什麼惡性競爭的手段都可以施展出
來。今後電視的惡性競爭，已經不是節目素質低劣那
麼簡單，還牽涉到用最下流惡劣的手段恐嚇對手，這
讓香港的電視觀眾上了深刻一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