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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道德
故意漠視中央賦予港人普選的事實

反對派人士不斷散播謠言，抹黑中央無心在港落實普

選，將來提出的方案都是「假普選」云云，這顯然是違

反事實。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會見在北京述職的特首梁

振英時，再次強調中央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希望

香港各界人士能夠按照基本法規定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務實討論，凝聚共識，為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普

選，打下一個好的基礎，盡顯中央對落實普選的決心和

誠意。而且，反對派從來不向市民說出這樣一個事實：

就是港人的普選是中央通過基本法賦予香港的。

在英國佔領香港的100多年間，一直實行殖民統治，

香港總督和政府主要官員都是英國委任的，直到1984年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當時的立法局議員仍然由官

守議員和委任議員組成，沒有任何民主可言。在上世紀

80年代初，中央在擬定對港基本方針時，提出在香港建

立民主制度。真正明確香港普選之路的是基本法。在香

港實行普選，是中央政府首先提出，並在基本法中規

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的

目標。回歸後，中央採取務實舉措，穩步推進香港民主

發展。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有關解釋，明

確了香港政制發展的法律程序，香港民主循序漸進向前

發展邁向普選的法律路徑更加明晰。2007年12月全國人

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更加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這

正顯示中央對落實普選的誠意。

如果中央沒有誠意推動普選，怎會在基本法列明？怎

會通過人大決定明確時間表？任何不帶政治偏見的人都

會認同，中央對落實普選是真心誠意，倒是反對派中的

一些人，總是千方百計要否決政改方案，令本港政制原

地踏步。現在反對派竟倒過來指責中央，完全是不尊重

事實，毫無政治道德的表現。

二無信譽
對於提名委員會制度倒打一耙

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訪港，釐清了特首普選的原則和規範。但反對派

事後卻上綱上線的指李飛是要為普選設限，並抹黑為

「鳥籠政改」云云。然而，特首候選人由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非李飛來港時新

加的制度，早在基本法制定之時已經有相關條文。如果

反對派視提名委員會為「鳥籠政改」，早就應該提出反

對。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來反對派從來沒有質疑過提

名委員會制度的合法性，就是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的相

關決定中，提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

定組成，反對派也沒有表達過任何異議。但當政改討論

展開之時，反對派突然又倒打一耙，無理攻擊提名委員

會制度。這說明反對派前後不一，毫無信譽。

三無原則
標榜尊重法治卻帶頭破壞法治

香港是法治社會，尊重法治、依法辦事是香港社會的

核心價值觀。關於政改，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已

經鋪設香港走向普選的法治軌道，只要沿 法治的軌道

前行，本港將可穩妥地在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

但諷刺的是，一向將民主法治掛在嘴邊的反對派人士，

在普選問題上卻拒絕依法辦事，提出「公民提名」方

案，意圖架空提名委員會，違反了基本法所規定的提名

程序，置基本法與人大決定於不顧。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今年9月在給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的覆信中就明確指出：「就行政

長官普選時候選人提名辦法而言，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張曉明

擲地有聲地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

定，誠不攻自破之說。」顯然，「公民提名」的要害就

是違反基本法。

反對派中不乏資深大狀，不可能不知道「公民提名」

不符基本法，但他們仍然堅持方案，甚至不惜威脅令

政制原地踏步來迫使中央就範。反對派此舉是破壞法

治，衝擊本港核心價值，拆除特首普選的法治軌道。

反對派標榜尊重法治卻帶頭破壞法治，試問原則何

在？

四無承擔
不為經濟民生問題 想

本港社會問題千頭萬緒，並非只有普選一項，普選更

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但反對派熱衷挑起政

改爭拗，不為香港經濟民生 想，不斷空談搞破壞，無

承擔。現在，反對派策動的「佔領中環」行動正密鑼緊

鼓的推進，並且威脅如果中央不接納其要求，就發動萬

人癱瘓中環，令香港成為不能管治之地。反對派以700

萬市民的利益作籌碼，不但說明反對派對於解決各種經

濟民生問題不屑一顧，更暴露他們對香港的前途並無承

擔，為了政治目的可以犧牲港人福祉，這樣的反對派還

值得市民信任嗎？

特區政府就2017年特首普選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展開5個月諮詢。反對派至今的言論和

建議，顯然並非為了理性討論促成政改，反而是為普選製造各種障礙。反對派在政改上的立場

可歸納為「四無」：一無道德，故意漠視中央通過基本法賦予港人普選的事實，一味陷中央於

不義，意圖挑動兩地關係，居心不良；二無信譽，對於提名委員會制度過去從來沒有提出過任

何疑義，現在卻倒打一耙，前後不一，視信譽如無物；三無原則，標榜尊重法治，卻是公然置

基本法與人大決定於不顧，帶頭破壞法治，試問原則何在？四無承擔，不為本港的經濟民生問

題 想，不斷挑動政制爭拗，阻礙政府施政，對香港前途、市民福祉毫無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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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談到政改的時候指
出：香港並非獨立國家，因此中央在選
舉設計上「不可能沒有角色」。李柱銘
立即心虛膽怯，說「若然中央要透過提
名委員會的四大界別組成方式及整體機
構提名，篩走不喜歡的人，一定是假普
選」。李柱銘的「假普選」論，其實是

要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踢開基本法，另外搞一
套。他的所謂「真普選」，完全是沒有國家授權、沒有

憲法授權，根本無法實現的空中樓閣。
反對派連續兩屆派人參加行政長官選舉，第一個是

梁家傑，第二個是何俊仁，都輸得很慘。反對派的李
柱銘、陳方安生、梁家傑，同一時間走出來談論「假
普選」，都是推銷「公民提名」。這樣做的目標，是要
建立一個必然有反對派入閘的、反對派必定取勝的選
舉制度。
李柱銘口中的所謂「篩選」，是使用了語言「偽

術」，妖魔化基本法。難道英國和美國這些西方民主國

家，就沒有初選制度嗎？無論是美國的共和黨、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都不是「公民提名」的，都要經過黨
內的提名和初選，淘汰一大批候選人，然後讓美國的
選民，進行一人一票選舉。按照李柱銘的邏輯，美國
和英國都是「假普選」了。
任何選舉，都要符合這一個地區或國家的憲法制度

要求，符合國家的利益。任何的初選，也不會要求把
候選人的條件寫成法律文件。初選的程序，就是挑選
最有能力和最能夠體現國家利益的候選人。管理一個
龐大的國家或者一個重要的城市，總不能隨隨便便找
一個沒有政治能力和管理能力、更加沒有執政團隊的
人物，貿然上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選舉，

基本法更加作出了規定，要負責執行基本法，要向中
央人民政府負責，要執行中央政府交給的任務。所
以，為了避免一個完全不稱職的人、政治品格不合格
的人，不被中央政府所委任，所以基本法設立了提名
委員會的制度，目的是避免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
普選的定義非常清楚，經過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規

定的提名委員會產生出行政長官候選人之後，全港合
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李柱銘、陳方安生、梁家
傑都可以報名參選，提名委員會進行初選，他們是否
真正擁護基本法，是否真正愛國愛港，都通過選票表
現出來。怎麼因為不能保證自己能夠贏出，就指鹿為
馬說是「假普選」？

徐庶李柱銘指鹿為馬

特首否認與陳德霖不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有報道指特首梁振英與金

管局總裁陳德霖不和，以致明年9月底任期屆滿的陳德霖提早退
休。正在北京述職的梁振英回應時指，自己完全沒聽過此說法，
又澄清與陳德霖沒有不和，「今日有這樣的傳聞才是第一次聽
到，我和陳德霖有甚麼不和，完全沒有這樣的事，完全完全沒有
這樣的事，這要講清楚」。

公署招待社會各界：
續按基本法辦港外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19日電，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區特派

員公署昨日舉行行政招待會，邀請本港社會各界人士到訪公署。
招待會上，公署副特派員洪小勇在致辭時表示，公署今後將一

如既往地按照基本法處理與香港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全力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同胞在海外的合法權益，
繼續與香港各界一道促進香港的對外交流合作、保持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
洪小勇認為，當前香港步入經濟發展快車道，明年舉辦亞太經

合組織（APEC）財長會議，將為香港的繁榮發展注入新活力。
他還介紹說，出席行政招待會的社會各界精英是香港保持繁榮

穩定的重要力量。公署處理涉港外交事務，離不開香港同胞的支
持、理解、配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19日電，正值澳門回歸祖國
14周年之際，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主任白志健發表題為《凝心聚力再寫新華章》的文
章，紀念澳門回歸祖國14周年。
白志健在文章中說，澳門回歸祖國14年來，走過了不

平凡的道路。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團結帶領廣大澳門同胞，務實進取，
銳意創新，創造了經濟持續發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居民生活不斷改善、社會總體和諧穩定的可喜成就，澳
門「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
文章說，回首過去的一年，澳門特區上下團結一心，

共克時艱，各項事業又有新的發展。特區政府積極響應
民生訴求，繼續實施多項保障民生的措施。這一年，澳
門民生範疇的支出佔政府支出的比例從2010年49.8%大
幅提升到73.9%，全社會失業率保持在2%以下，本地居
民月工作收入中位數達到15,000澳門元，多數居民生活
有所改善。在發展方面，特區政府積極防風險、穩增
長，經濟實力再上新台階。今年前三季度本地生產總值
達到2959.6億澳門元，同比增長10.5%，人均GDP超過7
萬美元，居於世界前列。

籲堅持愛國愛澳核心價值
文章說，澳門「一國兩制」實踐即將邁入第十五個年

頭。總結十幾年來的發展經驗，澳門在今後發展中，應
當緊緊把握好四個環節： 一，要牢牢把握發展這一主
題。二，認真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三，努力夯實未來

發展的制度基礎。四，始終堅持愛國愛澳的核心價值觀。
白志健在文章中表示，時康歲足，治定功成。澳門在「一國兩

制」下保持繁榮穩定發展，是「中國夢」的重要內容。中央人民
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將一如既往地認真履行中央賦
予的職責，加強與廣大澳門同胞的溝通聯繫，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他相信，濠江兒女凝心聚力，共謀發展，澳門未來必
將再寫新的華麗篇章。

白
志
健
撰
文
賀
澳
門
回
歸
14
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郭偉強昨與傳媒午餐，談到政府展開的政改
諮詢，表示要在全港各區向街坊講解民主等政制
發展理念，他更打趣說街坊對政改態度可能與對
待地區的小事一樣，直接叫他們提出一些具體建
議未必可行，相反「又傾又講」相信可得到不少

地區民意，強調未來要多與市民溝通看法，當然
政改大原則不能不講。

「香港仔」籲拓香港仔旅遊

在香港仔長大的郭偉強，與記者談到本港旅遊
發展問題時，更趁機建議政府應考慮推出類似香

港仔漁船生活等特色旅遊，倡議郊區旅遊的旅遊
配套，而並非只逐個景點推廣，不要令旅客以為
香港只有維多利亞港。
雖然大力推薦漁船生活特色旅遊，但郭偉強

直言，因外公外婆從事漁業，自己童年不少時
間在岸上及漁船間穿梭，但卻不諳水性。皆因
長輩相信「細路仔丟落水就識游水」，在郭7歲
時將不懂游泳的他拋下水，令他至今仍然很
「怕水」。

郭偉強擬走遍全港談政改

民記黨友遊工展
Ann蔣豪挺本地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年一

度的工展會已經開鑼，今年已臻第四十八

屆，民建聯一如以往，由多名領導層帶隊

到工展會親身「撐場」，以行動支持本土

品牌，並順道與市民交流互動。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昨日帶 黨友一行10多人，在個

半小時內，先後在工展會場內參觀了家庭

電器、海味藥材、保健食品等多個攤檔，

各人都大有收穫。近期在立法會表現鮮明

出眾的民建聯副主席蔣麗芸（Ann），昨

日「戰績」亦同樣「出眾」：她花費逾

20,000元，購買了10套製麵機、8個蒸氣

熨斗及保健湯包等，成為一行人中「最豪」

的一個。

譚Sir率團 施榮懷等陪同

民建聯多名領導昨日到維多利亞公園，參觀第
四十八屆工展會順道即場購物，以表支持本地經
濟、工業發展和創意，和本港製造的工業產品。
到場參觀的包括主席譚耀宗，立法會黨團召集人
葉國謙，副主席李慧 、蔣麗芸，常委葛珮帆，
監委鍾樹根，漁農界議員何俊賢，東區區議員周
潔冰一行人，而中華廠商會會長施榮懷、副會長
吳永嘉、會董李慧芬等亦到場陪同他們參觀了多
個攤位，並與多個展覽商交流。
一眾平時出席會議都要正裝示人、神情嚴肅的

立法會議員，昨日到了工展會表現輕鬆「生
猛」，眾人首先到了一個家庭電器攤位，他們對
攤位示範毋須熨衫板「慳位快捷」的熨衣蒸氣機

都甚有興趣，其中蔣麗芸就一口氣買走8台。其
後，一行人到另一家電攤位參觀時，獲邀品嚐以
該家電品牌製作的不同料理，例如以電子炒鍋製
作的牛腩，以及自製麵條機和雪糕機製作的佳
餚，眾人都聽得十分入神，而對家庭電器「情有
獨鍾」的蔣麗芸表現十分雀躍，就似乎未減「戰
意」，再次力撐本地家電品牌，每部近2,000元的
麵條機，她再大手掃入10部。譚耀宗亦買了一
部，說要回去試試自製麵條的樂趣。
一行人亦到了海味藥材、保健食品攤位參觀，

各人分別購買了價值300元連同一架小購物車的
湯包。
民建聯為支持及扶助工業發展，以往每年都會

到工展會參觀，大力推銷本港品牌。去年民建聯
多名成員，亦有參觀工展會，以認同工展會的舉

辦，成功建立品牌，讓香港產品大受歡迎。工展
會每年入場人次亦相當高，除吸引本港消費者，
更吸引不少珠三角地區遊客，藉此帶動本港旅遊
業發展。

■蔣麗芸花費逾20,000元購買家電。 梁祖彝攝

■民建聯一行10多人，在主席譚耀宗帶領下，參觀工展會。 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