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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等中央領導人昨日發來唁電，對邵逸夫先
生的逝世深表哀悼，對其親屬致以慰問。習近
平主席高度讚揚邵逸夫先生一生熱愛國家，關
心民祉，慷慨捐贈，惠及多方。其愛國之情，
其為國之志，人們將銘記在心。張德江委員長
高度評價邵先生畢生秉持愛國情懷，投身報國
事業，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熱心公益，澤被後
世，風範永存。中央領導人的唁電，既是代表
國家對邵逸夫先生愛國愛港情懷和貢獻的高度
讚譽，也是希望港人弘揚傳承邵逸夫先生的愛
國愛港精神，攜手為國家的發展和香港的繁榮
穩定作出新的貢獻。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邵逸夫不惜重金
支援國家的各項社會公益事業，對教育事業更
是情有獨鍾。正如他所說：「國家振興靠人
才，人才培養靠教育，培養人才是民族根本利
益的要求。」 歷年來邵逸夫向內地教育捐贈
巨款建設教育教學設施，贈款金額近47.5億港
幣，建設各類項目超過6000個。 邵逸夫沒有
把巨額財富留給子女，而是留給了國家民族
「下一代」，其不計回報、傾力捐資幫助國家
教育，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更見於踐行，充分

反映其濃厚的愛國報國情懷。
邵逸夫熱愛香港，曾擔任港事顧問，熱心參

與回歸過渡期的工作，為香港順利回歸和特區
建設貢獻卓著。香港進入過渡期之初，不少人
出於對 97 年後香港前途的擔憂，紛紛撤離香
港，一度導致香港社會經濟的震盪。在此背景
下，邵逸夫與一眾知名愛國愛港實業家紛紛加
大在香港的投資力度，以實際行動為香港社會
經濟的穩定和繁榮貢獻力量。邵逸夫在影視業
方面的成就備受港人注目，至今其所打造的影
視文化已成為香港生活的一部分，亦是港人的
驕傲和集體回憶。

邵逸夫的愛國愛港精神是最值得香港社會宣
揚垂範。愛國愛港是當前本港普選特首的一個
討論熱點。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的底線，
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重要
保證，這不僅是國家安全和利益所在，從根本
上講，也是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港人的根
本利益。香港需要湧現更多尊重自己民族，誠
心誠意愛國愛港的「邵逸夫」，確保香港長期
的繁榮穩定，為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更大
貢獻。

（相關新聞刊A1版）

邵逸夫愛國愛港情志永銘人心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回應「真

普聯」「三軌」提名方案時表示，任何架空、
削弱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
事實上，「真普聯」的特首普選「三軌制」方
案，提出經「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的候
選人，提名委員會必須予以確認，這明顯是企
圖架空、削弱提名委員會權力的方案，因而也
是違反基本法的方案。就行政長官普選候選人
提名辦法而言，基本法第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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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普聯」的「三軌」
提名方案，不僅在基本法規定之上僭建了「公
民提名」及「政黨提名」，而且聲稱不能以
「愛國愛港」、「與中央政府對抗」等理由而
拒絕確認由「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候
選人。這明顯違反中央對特首普選的兩條底
線：一是特首普選要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
的法律底線；二是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不
能與中央對抗的政治底線。

「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在法律上都是
站不住腳的。「三軌制」實際上是在提名委員
會前加入兩個前置程序，製造兩個「太上
皇」，經「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的候選

人，提名委員會必須予以確認，這是要令提委
會成為「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橡皮
圖章」，嚴重架空、削弱提名委員會職權。所
謂「三軌」方案，實際上只是「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的兩軌方案。無論反對派怎樣巧
言令色和包裝，都是企圖繞開、架空和代替提
名委員會，都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

儘管「真普聯」聲稱「三軌制」是唯一的方
案，並強調「三軌並行，缺一不可」，但民主
黨昨日發表聲明指，三軌並非捆綁，亦非「缺
一不可」。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表示，即使方案
沒有「公民提名」元素，民主黨也可考慮支
持。激進反對派則聲稱民主黨是在出賣「民主
派」。這反映了反對派內部分化，顯示民主黨
要擺脫激進反對派將整個反對派陣營捆綁在
「公民提名」選項的狀況。其實，2012年政改
方案通過 ，正是由於民主黨願意理性依法討論
政改問題，溝通大門才被打開，才找到了解決
問題的方向和方法。面對這次政改，民主黨和
反對派中其他溫和力量仍然可以擺脫公民黨和
其他激進反對派的騎劫，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的框架下進行溝通和妥協，做出負責任的選
擇。 （相關新聞刊A2版）

「三軌制」方案逾越中央底線

A3 重要新聞

葵青區會通過動議：依法落實普選
大比數18票贊成6票棄權 反對派不敢逆民意投反對票

中西區區員批綑綁「三軌」橫生枝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昨日到中西區區議會簡介特區政府的政改諮詢文
件。會上，大部分區議員均強調，香港普選特首必須依
法辦事，又批評反對派提出的所謂綑綁式的「三軌制」
是在橫生枝節，可能會令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願意落
空。

葉國謙：「三軌制」抹殺特首普選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區議員葉國謙昨日在中西

區區議會上發言時指出，自從1986年他參與社區服務以
來，香港社會均對雙普選有強烈的要求；時至今日，全
國人大常委會清楚訂明，香港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隨
後立法會普選，但有人卻不斷挑戰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

他說，「公民提名」明顯違反基本法，而「三軌制」
提名缺一不可的說法，更變相抹殺了2017年特首普選機
會，「我好珍惜今次普選的機會，但問題在於互信，連
（中聯辦回請立法會議員的）晚宴都弄出另一個紅
燈」。

葉永成憂反對派建議難達共識
中西區區議會主席葉永成強調了提名委員會須由四大

界別組成的「遊戲規則」，及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等必要
條件，並擔心反對派提出的建議距離太遠，最終難以達
成共識，希望社會理性探討論，不要令政制原地踏步。

陳學鋒：最終方案須符基本法人大決定
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民建聯議員陳學鋒直言，特區

政府在諮詢期間必須海納百川，但最終方案亦要符合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今日不按照法律框架，
他日亦會面對法律挑戰」。

張國鈞：不應提出天馬行空意見
民建聯副主席、區議員張國鈞表示，現時是香港歷史

上最接近普選的時機，大家不應提出天馬行空甚至偏離
法律框架的意見。

李志恒：衝擊政府施政是香港悲哀
無黨派議員李志恒則表示，香港的司法制度多年來令

港人感到自豪，但近期有「法律學者」鼓吹港人不守
法，衝擊特區政府施政，甚至認為毋須根據基本法辦
事，這是香港的悲哀。

譚志源籲勿讓無謂口號影響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反對派鼓吹所謂「三軌

制」方案建議，明擺是「冇商冇量」。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出席中西區議會時，有民主黨當區
議員聲稱，特區政府以「魔鬼機制」來「篩走『不同政
見人士』參選」，絕非「真普選」，譚志源反駁道，類
似的講法是「不實在的形容詞」，倘以此衡量是否符合
「真普選」及基本法是不負責任的，並呼籲社會不應被
這些無謂的概念性或口號式說法影響討論。

「公投」屬測試 毋須看得沉重
譚志源昨日在出席葵青區議會後，隨即趕到中西區議

會簡介政改諮詢文件。會上，民主黨議員黃堅成及許智
峯聲言，特區政府漠視「元旦公投」結果，又說「真普

選」是會容納「不同政見人士」參選，而非以「魔鬼機
制」，「篩走『不同政見者』參選」。
譚志源在聽取意見後總結發言。他引述報章回應指，

「元旦投票」主辦單位表明，所謂「公投」只是為了「測
試系統」，有關投票意見也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大家應以
平常心看待是次投票的結果，毋須看得太過沉重。
他續說，「政府絕對贊成提高提委會認受性，基本法

列明提委會要有廣泛代表性，若最終四大界別『可參
照』選委會安排，當中具有好廣泛的探討空間。事實
上，政府已經陸續收到有關當日命題的書面意見，政府
會將相關意見與其他意見一樣作參考。」
針對反對派提出的「真普選」詰難，譚志源反問道：

「何為真？何為假？何為不同政見？」撫心自問，他也

難以界定何為立法會「不同政見者」，有關說法是「不
實在的形容詞」，倘以此衡量是否符合「真普選」及基
本法，不是負責任的說法。
他說：「我成日勸誡自己不要在公開場合逐一回應各

個意見，但我忍唔住。比如，立法會在政改問題、樓市
雙辣招、堆填區等議題都有不同意見者。我不是想糾纏
於用語，而是期盼社會不要被無謂的概念性或口號式說
法影響討論。」

落實特首普選 港人共同願望
譚志源重申，「專責小組」非常希望香港2017年能夠
落實特首普選，這不單是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目標，也是
幾百萬名市民的共同願望，期望香港各界努力建立互信
基礎，「雖然我擔任公務員及政治委任官員快將28年，
處理政改檔案10年，但我與好多市民一樣，過去十幾年
均無機會到投票站投票選特首。原定踏步不是好的選
擇，這將辜負了市民及中央的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團隊近日兵分多路落區諮詢
各界的政改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昨日出席了新界社
團聯會的政制發展座談會。新社聯強調，普選必須依法辦事，凡與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相抵觸的提名方式，都不應給予討價
還價的討論空間，又認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組成已具有廣泛代表性，提
名委員會的組成可以參照現行選委會的組成。

劉江華介紹政改 籲聚共識
新界社團聯會昨日舉行政改諮詢座談會，該會榮譽會長溫悅球、理

事長陳勇，多名副理事長及區議員等近100人參與。劉江華在會上介紹
政改諮詢文件時說，普選特首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所賦予，普選的時
間表也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所賦予，故普選必須要根據基本法來落實和
通過，不能夠脫離法律的基礎。
他期望社會能在基本法和特區的憲制及法律基礎上，就2017年行政

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相關的重點議題作充分討論，凝聚共
識，共同落實普選。

不依法提名不應予討論空間
新社聯代表在會上向劉江華反映，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是港人的共

同願望，不能因少數人出於私利而阻礙政改步伐停滯不前，而普選行
政長官要依法辦事，凡與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相抵觸的
提名方式，不應給予討價還價的討論空間，與中央對抗的人亦不能擔
任行政長官。
該會並認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制度，才能代表香

港整體利益，而現行的選委會組成已涵蓋全社會各大界別人士，具有廣
泛代表性，故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以參照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又
指設置最大限度的候選人提名人數，才能確保選舉的可操作性。

陳勇：邀官訪新界與民談政改
陳勇會後透露，該會未來會繼續邀請政府代表到訪新界9區，與地區
賢達及居民直接討論政改問題，他相信透過互動溝通，才能令市民更
充分掌握政制發展的法律框架，官員亦可以更到位理解民間對政制發
展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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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葵青支部主席、葵青區議會副主席羅競成等代表向譚志源遞交請願信，歡迎政府提
出政改諮詢文件，並希望社會各界理性討論，凝聚共識，邁向雙普選。

■劉江華出席新社聯的政制發展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在政改諮詢期提出違反法律框架的方案，

又煽動港人違法「佔領中環」，被各界狠

批誤導市民，不得民心。葵青區議會昨日

以18票贊成，6票棄權，大比數通過由葵

青區議會副主席羅競成等10多名葵青區議

員提出的臨時動議，指市民普遍期望可於

2017年普選特首，呼籲社會各界在符合基

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的基礎上，積極提出

政改建議，以務實理性的態度推動落實特

首普選。是首個通過有關動議的區會。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到訪葵青區
議會，就政改諮詢聽取區議會意見。各黨派

議員在約個多小時的表述立場後，最終通過由建制
派議員提出的臨時動議，呼籲各界在符合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的基礎上，務實理性推動落實特首普選，
即使反對派議員也未敢公然逆民意而行投下反對
票。

方平：政府開宗明義有商有量
葵青區議會主席方平在會上指出，特區政府的政

改諮詢開宗明義有商有量，當局以開放態度不限制
各界發言是好事，而議會通過的動議反映區議員務
實理性，明白要落實普選，最重要是遵照基本法及
人大決定，並希望社會各界能重回憲制框架進行討
論。

潘志成：喚醒各界通往普選直路
民建聯議員潘志成表示，社會目前對政改提出不

同方案，但反對派提出的建議不論在操作或法理上
都備受質疑，相信議會是次通過動議，正好喚醒各
界要成功通往普選直路，離不開遵照基本法及人大
決定。

梁子穎籲反對派「放下屠刀」
工聯會議員梁子穎在發言時則表示，根據基本法

及人大決定，香港理應依據機構提名處理政改，目
前最大問題不在於建制派，而是反對派27名立法會
議員會否運用否決，並呼籲反對派為政改達成共識
「放下屠刀」。

徐曉杰：表達社區政改立場
新民黨議員徐曉杰亦強調，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惟反對派卻提出不少違法方案，堅持一步到
位，此舉只會令政制原地踏步，而區議員是民意代
表，是次議會通過的動議，已表達了社區希望理性
務實推動政改的立場。

譚惠珍：反對派憑空想像難達共識
獨立議員譚惠珍認為，議會通過動議，反映大

家認同要依法循序漸進推動政制發展，並質疑反
對派提出憑空想像的方案，只會令政改更難達成
共識。

民記新社聯請願 憂「佔中」亂港
會前，民建聯葵青支部及新界社團聯會等60名代
表發起請願行動，身兼民建聯葵青支部主席的羅競
成等代表向譚志源遞交請願信，歡迎特區政府提出
政改諮詢文件，並希望社會各界必須根據基本法及
2007年人大決定，理性討論政改，凝聚共識，邁向
雙普選。
他們又對有人正在鼓吹「佔領中環」表示憂慮，

並強調香港政制向前發展，實現民主普選，是港人
所想，但如果不惜一切代價，搞亂香港，將嚴重影
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及外來投資者的信心，對港人百
害無一利。他們希望政府能及時制止歪風，讓討論
重回正軌，也希望政府凡事依法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