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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五步曲」程序（*）

1.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

舉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

2.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

3.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產生辦法進行修改，則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

修改產生辦法的議案，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4.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以及

5.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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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輪諮詢料明年下半年推
交代「五步曲」時間表 爭取議案明年底交立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解釋，訂

明香港政改必須經過「五步曲」，最終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批

准或備案，修改方可生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回應

是次政改諮詢「五步曲」的時間表時指出，首輪公眾諮詢至明年5

月3日結束後，特區政府屆時或需時約2個月做好歸納，並如實撰

寫報告，再交由特首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須修改兩個選舉

辦法，預料最快明年下半年啟動第二輪公眾諮詢，趕及於明年年底

完成，以爭取盡快將建議提交立法會議決，再開展本地立法工作。

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宣布啟動
2016年及2017年政改諮詢，並

在諮詢文件中詳細介紹了政改的「法
定五步曲」（見表）。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梁家傑在發言時，要求特區政府交
代「五步曲」的具體時間表：「聲明
提及五步曲，究竟何日會走出第一
步，而在第二步及第三步間，即2014
年下半年，政府計劃就政改具體選舉
辦法作第二輪公眾諮詢，有關公眾諮
詢將進行多長時間？」

意見多需兩月寫報告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透露，首輪公
眾諮詢至明年5月3日結束，預料諮詢
反應熱烈，特區政府屆時定會接獲
大量意見，或需約2個月時間做好歸
納，並如實撰寫報告，交由行政長
官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預料最快於
明年下半年啟動第二輪公眾諮詢，

「儘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及同事以高效率見稱，但都可能需2
個月才能完成意見歸納，再提請全
國人大常委會，但參考往時經驗，
全國人大常委會亦無需太長時間」。

明年中完成提交人大

她其後進一步解釋指，所謂「首步
曲」，即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
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
舉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故特
區政府收穫意見同樣會 重於兩個選
舉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而不會提
出具體方案。到下階段政府會參考往

常經驗進行第二輪公眾諮詢，估計最
快明年下半年啟動第二輪公眾諮詢，
進入第三步曲，即特區政府向立法會
提交建議作準備工夫，並爭取於明年
底完成。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
在記者會上補充謂，根據2007年和
2009年兩次政改諮詢經驗，在諮詢期
完結後約需1個月至2個月撰寫諮詢報
告。不過，是次關乎到公眾關注的行
政長官普選，相信今次書面意見會比
以往更多，估計至少花約2個月時間
整理，預計明年年中才能完成諮詢報
告。

他說，行政長官收到諮詢報告後根
據「五步曲」的「首步曲」，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遞交報告，提請全國人大
常委會啟動政改程序。全國人大常委
會每兩個月開會一次，有決定後，特
區政府便會根據決定馬上展開包含具
體方案元素的第二輪諮詢。

分歧越細次輪越快推

他續說，第二輪諮詢的時間尚未有
定案，因為在5個月的首輪諮詢中，
經社會充分討論，可收窄主要課題的
分歧，如首輪諮詢的分歧收得越細，
第二輪諮詢的時間便可越快展開，但
特區政府仍期望在明年下半年後能盡
快向立法會提交一個修改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的決議案，若立法會通過後，
行政長官便會再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
批准，批准後就會進行本地立法的修
訂工作。

政改諮詢揭開序幕，政府特設的官
方網站、facebook專頁、YouTube頻
道亦隨之啟動，以廣納市民意見。政
改諮詢官方網站昨日正式開通，內容
可謂一應俱全，除備有諮詢文件全
文、新聞公報等最新消息外，更增設

「政制發展通識」一欄，介紹《基本
法》歷史背景、香港政制發展等，又
頗具心思地設計「政改問與答」欄
目，讓市民迅速了解政改諮詢的重
點，相信會大受需修讀通識科的中學
生歡迎。

「三人組」拍片生動宣傳

「政改三人組」更加「粉墨登
場」，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一同拍攝長約半分鐘的政改
宣傳片，呼籲社會「一齊講、一齊
聽，有商有量，實現普選」，宣傳聲
帶昨晚已開始於電台播放。宣傳海報
同樣有「三人組」的「嘜頭」，三人
均強調要「一齊實現願景、一齊在

《基本法》上討論、一齊參與表達意
見」，強調政改諮詢需要社會的共同

參與，又圖文並茂介紹特
首產生辦法，簡明生動。

政改諮詢的facebook專頁
昨日亦「開張」，短時間內
已吸引逾千人對專頁說

「讚」，網民紛紛表達對政
改 諮 詢 的 意 見 ， 網 民

「Gary Fong」贊成政府按
照《基本法》實現雙普
選；網民「梁錦培」則
指，立法會功能界別才能

真正代表不同聲音，強調「真正的民
主不是人多欺人少」。

譚志源：文件設計有寓意
譚志源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稱，今

次諮詢文件的設計和過去兩次政改不
同，風格比較生動，因為政改方案如
能通過，廣大市民都能一起去投票，
這是值得興奮和慶祝的事情，實現普
選，廣大700萬市民都會開心。他又
謂，在諮詢文件設計上，有很多對話
框框的圖案，這代表了社會有很多不
同的聲音和想法，對話框框的設計的
意念是希望社會上不同的意見，最終
都能匯合一起，達致共識。

「政改三人組」在諮詢文件中也
「粉墨登場」。譚志源指明白閱讀整份
文件頗費精力和時間，故此在簡短的
單張上印上他們的面貌，希望吸引市
民看文件，讓市民在短時間內消化內
容，未來還會有些政改花絮陸續透過
facebook或網站發放，希望市民關注
是次政改諮詢。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會議上，多名
反對派議員關注今次政改諮詢期會否一併諮詢2016年或
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取消功能界別的路線圖。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回應說，2020年立法會普選並非今次政改諮
詢的內容，恐怕亦非今屆政府的工作，但強調2020年能
否實現普選，先決條件是2017年能落實特首普選，亦即
是現屆政府聚焦的工作。

林鄭月娥指出，此次諮詢文件範圍涉及立法會產生辦
法，是指2016立法會選舉產生辦法，當局會採取開放態
度展開首輪諮詢工作，聲明不包括的議題，各方亦可發
表意見。被問及會否諮詢關於取消分組點票的問題，她
亦表示，不會窒礙市民就政改提出其他意見。

譚志源：諮詢已納2016年立選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記者會上補充，
特區政府不會忽視2016年立法會選舉，諮詢文件已有一
章提及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但《基本法》附件二有關
立法會產生辦法主要只涉及兩件事，即議席數目和議席
分布，行政長官普選的複雜性相對而言較高，加上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尚未實行普選，過去一段時間，社會多
關注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故此行政長官普選內容的比
重較多。

2020年立選交下屆政府處理

特區政府的諮詢文件則指出，社會上有意見要求現屆
政府同時處理2016年和2017年兩套產生辦法及2020年立
法會選舉安排。然而，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

《決定》，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後，立法會才可以實行
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是立
法會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先決條件。故現屆政府只聚
焦處理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恰
當及務實的做法。立法會普選辦法將會由2017年經普選
產生的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
進反對派議員黃毓民昨日再展「爛
仔」本色，竟當眾出言侮辱政府官
員，引來大批議員不滿：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回應議員提問時，
獲發問機會的前「人民力量」議員
黃毓民，卻突然「癲狗」上身，聲
言林鄭月娥是「奴才」：「2007年
人大常委會《決定》否決了2012年
雙普選⋯⋯我唔會寸你，你係『奴
才』，無計 ！」此言一出，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立即喝止，黃毓民則
厚顏無恥稱此乃發言的「前文」，
並繼續提問，說罷隨即離開會議
廳。

不過，有關言論惹來各建制派議
員不滿。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

葉國謙質疑，黃的言論具侮辱性或
不禮貌。曾鈺成回應指，此類具冒
犯性的言論已非第一次發生，並重
申議員發言時，不得對官員或議員
作出冒犯性用語，但未有作出裁
決。另一民建聯議員陳鑑林跟進，
要求曾鈺成裁定黃毓民言論是否具
冒犯性，否則會出現「習非成是」
的議事風氣；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質
疑，黃提問後離席，司長是否仍需
回答問題；工業界議員林大輝亦要
求曾鈺成作出裁決。最終，曾鈺成
表示已聽到議員的意見，讓林鄭月
娥回答黃毓民的所謂「提問」，而
林鄭亦不亢不卑地回應，更暗斥黃
提出的「公民提問」是「天馬行
空」。

反對派浪費議會時間的手法，可謂層出不窮。前
「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昨日提問時，提出所謂的「規
程問題」：「政改『五步曲』中的『步』，究竟是『步

行』的『步』，還是『部分』的『部』？」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隨即「接
招」，指這並非「規程問題」，但仍耐心地跟黃毓民「上堂」，稱通常都是
用「部」字，又指香港很時興將一些字的本來正當用法，加一個「引號」
以改變意思，惟黃毓民卻強詞奪理地稱：「你真係講得好，呢個咪唔正當

諮詢囉！」最終花逾一分鐘才作出「提問」，但卻盡是滿口侮辱官員的
狂言妄語。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正式就政改「五步曲」揭開序幕。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昨日透露，她將於下月在政
務司司長公館安排合共4場晚宴，與不同黨
派議員溝通，希望搭建輕鬆及相對無壓力
的溝通平台。她又說，下一代才是香港的
未來，故是次政改諮詢也會特別 重青年
人的意見，「總而言之，往後的交流安排
陸續有來，政府會將(政改交流)擺放於日程
的優先位置」。

李慧 關注會否落區宣傳

民建聯副主席李慧 昨日在立法會上問
到特區政府有否計劃就政改諮詢文件落區
宣傳。林鄭月娥回應說，特區政府與立法
會議員同樣有其憲制責任，希望能夠完成

「五步曲」，最終達致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
長官，故政府非常重視立法會的意見，並
選擇第一時間到立法會宣讀聲明，而往後
的交流安排陸續有來，包括得悉政制事務
委員會主席譚耀宗將有特別安排，及於下
月在政務司長公館安排合共4場晚宴。

她說，自己昨日已經去信立法會內會正
副主席梁君彥及湯家驊，希望他們協助統
籌一月份的4場晚宴：「點解請客食飯都要
麻煩正副主席？原因就是，我希望4場晚宴
是良性互動的平台，每場晚宴均有不同黨
派議員參與，大家無黨派之分坦誠溝通。

由於我負責請客，晚宴會於政務司司長公
館內進行，雖然這不是唯一的溝通方法，
旨為搭建輕鬆及相對無壓力的溝通平台。」

林鄭：特重視年輕人意見

林鄭月娥透露，諮詢期間除了有慣常的
政府宣傳短片及單張，以及出席電視台、
電台甚或其他媒體與市民互動外，今次政
改諮詢亦會特別 重青年意見，「下一代
是香港未來。正如，今日就讀初中學生，
到了2017年已經成為『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的選民，我會爭取多與年輕人溝通。在
席各位議員代表的專業團體及政黨，政府
是非常樂意與大家展開互動的討論。政府
已經將（政改交流）擺放在日程的優先位
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是未來政改方案能否獲得通過
的關鍵，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
預告會分4晚宴請議員，介紹諮詢文
件內容，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
率先於下周一舉行特別會議，邀請
專責小組的3名司局長出席。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
昨日透露，該會將於下周一召開特
別會議，邀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3名
司局長，即林鄭月娥、袁國強及譚
志源出席，進一步了解諮詢文件的
內容，並預料會於明年1月舉行公聽
會，聽取團體及 市民意見。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梁君彥則透
露，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將會於下
月6日、7日、9日及14日分4晚宴請
立法會議員，就政改作互動交流，
希望每次有不同黨派參與。他個人
認為，晚宴的安排很好，讓大家可
以在輕鬆、和諧氣氛下討論問題，
而當局先在立法會大會上發表聲
明，並在短短1個月內出席政制事務
委員會的特別會議，及舉行晚宴聽
取議員意見，反映特區政府有誠意
推動普選。

趁發問辱林鄭 黃毓民挨批

無厘頭「搵 拗」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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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fb一「開張」 逾千人畀Like

下月4晚宴與各黨輕鬆溝通
■特區政府昨發表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諮詢文件。圖為政改小組舉行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

在會上介紹

諮詢文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曾慶威 攝

■譚志源指諮詢文件設計富寓意。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