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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理性討論 依法普選
提名權只授予提委會消除幻想 5個月諮詢期充分討論

行會非官守成員歡迎諮詢

多黨籲反對派放下成見求共識

劉漢銓：愛國愛港必須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諮詢文件內容非常具體和
實際，強調任何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對聚焦政改
討論很有幫助。他指出，文件重點指出特
首候選人必須由提名委員會產生，消除了
反對派「天馬行空、天花亂墜」的建議，
重申任何方案都不能超越《基本法》及人
大有關《決定》的「遊戲規則」，「正如
打籃球都唔可以用腳」，又認為政府沒有
就「愛國愛港」要求作諮詢，實屬「顯淺
道理」，「特首唔愛國愛港，又點對中央
政府負責？」他呼籲社會善用諮詢期表達
意見，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爭取社會最
大共識。

盧文端：小組願聽民意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盧文端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目前
啟動政改諮詢工作時間相當合適，加上諮
詢期有5個月之多，可讓社會各界人士有
充裕時間討論，發表意見。對於諮詢文件
中未有任何方向，盧文端指出，這充分反
映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希望聽取民意的意
願，為真正聽取民意表現，「好似爸爸問
個仔，想讀邊一科，是否先要問一問阿仔
意見，不是一開波就講咩唔得，這不是聽

意見」。他表示，現時先了解社會主流意
見，稍後會以個人名義提交方案。

蔡毅盼各界聚焦大原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理事長蔡毅表示，政府現時開始諮詢是好
事，可以讓市民及社會更了解與政改有關
法律原則等問題。他相信，政府定下的諮
詢時間是合適的，足夠讓社會多發表意
見，政府亦可多聽到不同意見充分諮詢。
對政改諮詢未來方向，蔡毅期望各界可聚
焦於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大原則，包括《基
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例如多討論提
委會細節。

陳勇：新社聯落區諮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表示，歡迎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公布
政改諮詢文件。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港
人意見相當多元化，而且一直以來社會不
斷有聲音，要求政府能盡快公布諮詢文
件，待社會各界集中討論，為未來政改方
案集思廣益，尋求共識。他認為，政改問
題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為
討論框架，讓坊間詳細討論。若超出這框
架就是違反法律條文，再講下去都沒有意
思。新界社團聯會亦會落區，向九個地區
委員會理事、委員等收集意見，再整理成
方案。

宋小莊：文件內容平實

法學博士宋小莊認為，首輪諮詢文件內
容較平實，相信可避免部分爭議問題。他
認同林鄭月娥所指，行政長官須愛港愛港
不言而喻，因為《基本法》亦有對行政長
官有明確基本要求。宋小莊又表示，文件
給予很大空間予公眾討論，相信公眾可就
提委會參照現行選委會，以及提委會可加
入區議員成分進一步討論。

宋立功料討論後有共識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統籌宋

立功認為，政改諮詢文件無提及具體方
案，但已包含了社會關注的議題，有助各
界就普選方案達成共識。他又指，社會各
界尤其是政黨較關注提名委員會如何組
成、提名程序如何、候選人多少個、有否
設上限等。他相信經過5個月討論，多多
少少會形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持開放態度，對2016及
2017年兩個選舉辦法展開公眾諮
詢。諮詢甫開始，反對派已聲稱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及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早前
來港，已為香港政改制定框架及
先決條件，甚至操控政改諮詢，
揚言民意最終可能再度要求民主
黨「超級議員」何俊仁辭職，發
動變相「全民公投」。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強調，李飛及張榮順均
是熟悉《基本法》及法律的專
家，他們的解說及意見均有助政
改諮詢，並非制定任何框架，又
說市民對於上次所謂「公投」反
應已很清晰。
前「人民力量」議員黃毓民提

問時揚言，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
年釋法否決了2007及2008年「雙
普選」；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否決了2012年「雙普
選」。若諮詢結果反映主流要求何
俊仁辭職「全民公投」，爭取「公
民提名」及無篩選普選行政長
官，並與五步曲或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或釋法規定不符，政
府會如何自處？「是否哪怕逾半
市民要求無篩選，政府都要繼續
反對？」
「人民力量」陳偉業又聲言，

李飛早前來港已為政改制定框架
及先決條件，甚至「操控政改諮詢」，「是否
要『全民公投』，政府才會聆聽民意？」社民
連梁國雄又指，「如果變相公投？政府會看民
意或文字？」

邀專家講說 助政改諮詢
林鄭月娥回應時澄清，政府早前邀請李飛及

張榮順訪港，由於對方是熟悉《基本法》及法
律的專家，他們的講說對於港府展開政改諮詢
有一定幫助，而非所謂李飛定下框架。《基本
法》已經清楚訂明普選法律框架，「政府好有
誠意、好認真推動政改，各位議員可放心。」

議員提問涉假設成分
林鄭月娥又說，議員提問涉及假設成分，涉

及往後市民於諮詢期間可能採取的立場及做
法。她不宜評價任何預測，但深信廣大市民理
性務實，認同是次政改是嚴肅課題，必須嚴格
依法辦事，不是天馬行空隨便提出與法律相違
背意見，「上次香港經歷的『公投』，市民反
應已非常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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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非
官守議員昨日對特區政府發表《2017年行政長
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並正
式展開公眾諮詢，一致表示歡迎。
聲明指，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將會

是香港歷史上重要的新一頁。特區政府昨日發
表的諮詢文件，標誌 正式推動社會邁向這個
目標的重要一步。所有行政會議成員都希望社
會各界和廣大市民在諮詢期內，以平和、理
性、包容和務實的態度，積極討論及多提意
見，以凝聚共識，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和
處理好2016年的立法會產生辦法。

反對派圖煽動違反「遊戲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根

據《基本法》規定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公布了政
改諮詢文件，立法會反對派即呼籲市民「不要
被文件限制」，圖煽動違反「遊戲規則」，爭取
所謂「沒有篩選」的「真普選」。
工黨主席李卓人昨日聲稱，文件為未來普選

設下多個「框架」，「限制」市民發表意見，
是一份「釋法」文件，不可以接受。新民主同
盟議員范國威則稱，文件提出提名委員會不容
許由個別委員提名產生候選人，是判「公民提
名」死刑，認為社會要對「真普選」放棄幻
想，全力準備「佔領中環」。法律界議員郭榮
鏗聲稱，文件指提名委員會必須屬於機構提
名，令人憂慮會成為「篩選工具」。
「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聲言，諮詢文件有

「明顯傾向性」，而愛國愛港不應成為政治上的
「篩選」標準，由提名委員會審查候選人是否
符合「愛國愛港」更是「不民主」的做法，
「真普聯」不會接受。

但他稱，政府未有對「真普聯」的訴求關上
大門，他們仍會堅持普選無「篩選」的立場，
又聲稱「公民提名」是最有效抗衡「篩選」的
機制。「真普聯」提出的公民聯署提名並無違
反《基本法》，也無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
權，因最終仍然要由提委會確認才能成為候選
人，希望中央及特區政府「尊重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昨日公布政改諮詢文件，特首梁

振英表明以開明開放的態度，預留5個月諮詢期聽取各界意見，並強調必

須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落實特首普選。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均認為，政改諮詢期長達5個月，有助社會充分討論和凝聚

共識，並指出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可消除反對派提出「天花亂墜」

建議的幻想，期望社會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基礎上討論政改，

以免浪費時間。

■陳勇表示，歡迎小組公布

政改諮詢文件。 資料圖片

■劉漢銓表示，諮詢文件

內容具體實際。 資料圖片

■宋小莊指，首輪諮詢文

件內容較平實。 資料圖片

■盧文端表示，目前啟動

政改諮詢合適。 資料圖片

■宋立功相信，多多少少

會形成共識。 資料圖片

■蔡毅表示，政府現時開

始諮詢是好事。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昨日發表的政改諮詢文件正文附註中提
出多個坊間政改建議。當局重申，有關例
子旨在協助公眾理解及討論，所引述意見
和建議並不代表特區政府立場，亦不代表
特區政府同意其意見或建議符合《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解釋》和相關
決定。

特首一直保持溝通對話

諮詢文件指出，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及

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已清晰交代會
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爭取中央及立法會議員支持，尋
求共識，推動落實普選目標。上任以來，
行政長官及其團隊一直與社會各界就政改
問題保持溝通及對話，以爭取順利落實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處理好2016年立法
會選舉安排。
特區政府是次準備的諮詢文件，參考

自2004年特區政府就政制發展議題開展
討論以及進行公眾諮詢時所收集到的意

見和建議，包括2005年至2007年間策發
會下設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就行政
長官普選可能模式進行的討論時提出的
意見。第三屆特區政府在2007年第三季
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模式、路線圖
及時間表進行公眾諮詢時收集到普選行
政長官的意見；第三屆特區政府在2009
年底至2010年初就2012年兩套產生辦法
進行公眾諮詢期間所收集到普選行政長
官的意見；最近部分團體和人士在公眾
諮詢前和政府當局會面時作出的初步意

見交流。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強調，文件中不具名

引述部分團體和人士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於近期曾發表的意
見和建議，旨在提供例子協助公眾理解及
討論，所引述意見和建議並不代表特區政
府立場，亦不代表特區政府同意其意見或
建議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年《解釋》和相關決定。

篇幅所限未能盡錄意見

因為篇幅所限，文件未能盡錄所有團
體和人士就相關議題發表的意見和建
議。

附註坊間建議非政府立場

■葉國謙表示，期望諮詢有助收窄分歧、

凝聚共識。 梁祖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各大政黨歡迎特區政府開展諮詢，並計
劃成立黨內小組收集民意，再向政府提
出。他們呼籲反對派黨派及團體放下成
見，以理性及務實態度尋求共識，倘若
繼續只顧一己私利，堅持非現實理念，
拒絕達成共識，將會令香港政制發展原
地踏步，這是大家都不願意見到的結
果。

葉國謙：研設小組諮詢

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對政府諮詢安
排表示歡迎。他表示，期望諮詢有助收窄
分歧、凝聚共識。民建聯會考慮在中委會
研究成立專責小組，就政改進行焦點及集
中性研究，並會透過民建聯各地區支部，
收集市民對政改的意見再整理交政府參
考，並會提出政改建議。

李慧 ：會落區聽民意

民建聯副主席、行政會議成員李慧 補
充指，他們會落區聽取民意，並派發單張
講解諮詢內容。初步構思黨政改專責小組
由民建聯中常委成員擔任成員，並會考慮

邀請學者和其他持份者加入。

葉太：須於框架內討論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
為，政改諮詢文件中提到，根據《基本法》
條文及人大常委會決定，提名委員會擁有
提名權，倘若社會要就政改達成共識，一
定要在這個框架內討論、磋商，才能推動
政制向前走。

田北辰：擬設研究小組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補充指，該黨計劃
成立「政制發展研究小組」，延攬立法會
內獨立議員及社會各界人士，期望廣納政
改意見並作出研究。特首候選人人數上限
將是小組討論課題之一，預料諮詢期完結

前該黨會提出方案。

黃國健盼務實理性討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他們準
備在屬會展開廣泛諮詢，收集意見後再回
應。工聯會政務委員會早前已成立政改小
組，即將啟動工作，提出該會方案。他強
調，要落實普選達致社會共識，需要大家
以務實理性基礎討論。如果堅持自己立
場，最後令政改拉倒，市民失望。

梁君彥盼大家凝聚共識

經濟民生聯盟主席梁君彥表示，經民聯
歡迎政府提早就政改進行諮詢，並認為目
前不急於提出具體方案，而是先提出意見
及關注點。他希望大家在《基本法》框架

下凝聚共識，但以目前政治情況而言，相
信達成共識難度很高。

林健鋒：不可超出法律邊界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歡
迎政府就政改問題展開諮詢，同時希望社
會各界人士能夠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
會決定框架下討論，正如踢足球亦都要在
足球場內進行。香港進行政改諮詢及落實
普選，不可超出法律邊界。他指香港已進
入邁向普選的關鍵時期，期望各界以基本
法規定為基礎，集中討論幾個重要問題，
如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如何按民主程序
提名候選人，特首候選人數目上下限等，
求同存異，相互包容，令香港民主發展寫
下歷史新一頁。

■李慧 指，民建聯會落區聽民意，並派

單張講解諮詢內容。 梁祖彝 攝

■黃國健表示，他們準備在屬會展開廣泛

諮詢，收集意見後再回應。 梁祖彝 攝

■葉劉淑儀認為，提名委員會擁有提名

權，須在這個框架內討論。 資料圖片

■梁君彥表示，經民聯認為目前不急於提

出具體方案。 資料圖片

■田北辰指，計劃成立「政制發展研究小

組」，廣納意見並作出研究。 梁祖彝 攝

■林健鋒希望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在基本法

及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下討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