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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一直堅定不移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發展
了解香港歷史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英國佔領香港一

百多年，長期實行「英人治港」的殖民專制統治體
制，根本沒有什麼民主可言。港英當局在回歸前開始
推行民主，是因為知道中國收回香港的立場不可改
變，於是企圖通過所謂「還政於民」的民主來對抗
「還政於中」。1984年中國政府在中英聯合聲明中鄭
重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
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別行
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這才是香港民主發展的
轉捩點，真正開啟了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的歷史進
程。1990年頒布的香港基本法，以憲制性法律的形式
規定了香港居民的主體地位，規定了香港特區的政治
體制，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規定了香港
居民參與國家及香港事務管理的各項權利，從而確立
了香港的民主制度。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香港同胞

第一次享有完全的民主權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中英聯合聲明中並沒有提及普

選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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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本法規定了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要由普選產生的法定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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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
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
香港回歸20年時就實現基本法規定的普選目標，這是
香港社會能夠達成共識的最快安排，充分顯示中央在
香港推動發展民主的決心和誠意。去年7月16日，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在立法會午宴講話時強調，中央政府支
持香港實現普選的立場和誠意是不容懷疑的。否則，
就不會把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根本沒有提及的「普選」
概念寫入基本法，作出莊重的法律承諾，更不會在全
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底的有關決定中明確普選時間

表。

中央領導人一再表達落實普選的誠意
去年以來，中央新一屆領導以及有關部門負責人都

一再表示，中央對在香港依法落實普選的立場是堅定
不移的。

去年10月6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峇里島亞太經合
組織會議期間會見特首梁振英時，重申了中央政府有
關香港政制發展的立場。習近平指出，香港是法治地
區，推進香港民主發展，必須依法進行，必須按照基
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辦事。

去年12月1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北京會見前來
述職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時，重申中央政府「希望香港
好」，凡是有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事情，「中央
政府都會全力去做」。

去年10月23日，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聽取梁振
英匯報政改工作時明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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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去年12月17日，特首梁振英
到北京述職，張德江會見梁特首時再次表示，中央對
香港2016年及2017年政改是「真心實意」的，希望特
區政府能夠順利完成有關諮詢工作，做好政改「五步
曲」，令香港2017年成功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
長官的目標。

去年3月兩會期間，時任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
席團會議主持人的俞正聲參與港澳聯組討論時，強調
了中央的「三個不變」：「堅持『一國兩制』，按基
本法辦事不變；支持特區政府，支持特區行政長官依
法施政不變；支持港澳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
進民主、促進和諧的方針和政策不變」。

中央領導人一再表達真心希望香港能夠如期落實普
選，既是希望港人理解中央誠意，也是希望港人了

解，落實香港普選，
中央不是阻礙而是動
力，普選能否成功，
關鍵在於香港各界能
否像習主席所希望的
那樣，「按照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務實
討論，凝聚共識」。港人應該理解中央的這番良苦用
心。

不應將堅守底線與中央落實普選誠意對立
中央將堅定不移落實2017年普選的立場與兩條底線

作為「三個堅定不移」放在一起，清楚表明它們是一
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可將堅守底線與中央落實普選
的誠意對立起來，不能用其中的一個立場否定另一個
立場。

事實上，普選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
定，講的是法律底線；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
人士，講的是政治底線。越過這兩個底線，讓對抗中
央的人當特首，將會對「一國兩制」造成顛覆性的衝
擊，這既不是中央希望見到的結果，也不是港人所願
意接受的後果。顯然，中央的誠意是以法治和港人利
益、國家利益為基礎的。如果將中央誠意與普選底線
對立起來，既有違法治原則，也不符合港人利益和國
家利益。

然而，掌握普選方案否決權的反對派無視中央誠
意，刻意衝擊中央底線，將他們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的方案吹噓為「真普選」，其結果只能是令特首普
選一拍兩散。「真普選」其實就是「無普選」。如果
反對派硬要超越中央底線另搞一套「公民提名」之類
的所謂「真普選」方案，甚至以「提前佔中」要脅特
區政府和中央，就必須承擔葬送和扼殺香港普選的全
部責任。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中央既堅守「底線」 又真心推動普選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日前在北京會見香港區議會主席訪問團時重申，中央對香港2017年行

政長官普選的立場是一貫明確，態度是真誠堅定。李源潮所講的「真誠堅定」，就體現在

「三個堅定不移」之中。第一個「堅定不移」就是講的中央推動落實香港普選的誠意，即：

中央政府落實2017年普選的立場堅定不移。第二個和第三個「堅定不移」則是講的兩條底

線：一是要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這是法律底線；二是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

中央對抗，這是政治底線。中央將這三條底線放在一起講，就是要表明：中央既堅守「底

線」，又真心推動普選。這兩者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可將堅守底線與中央落實普選的

誠意對立起來。中央一再表達落實普選的誠意，也是希望港人了解，落實香港普選，中央不

是阻礙而是動力。普選能否成功，關鍵在於香港各界能否像習主席所希望的那樣，「按照基

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務實討論，凝聚共識」。港人應該理解中央的這番良苦用

心。

■屠海鳴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昨日走上了電視
台，說自己最支持「公民提名」，並
且表示自己和「人民力量」、社民連
站在一邊，要和中央政府「進行民意
爭奪戰」，「公民黨最終要根據民意
決定立場」云云。余若薇又說「三軌
方案」完全符合基本法。這是睜眼
睛說瞎話。

中央政府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是有
條件的，一開始就講明由愛國愛港的人「港人治
港」。所以，1990年中央頒布了基本法，「港人治

港」是透過基本法賦予的。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寫得很
清楚，香港進行行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是
通過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序產生。
普選行政長官和提名委員會兩者是聯繫在一起的。

提名委員會把關，就是要確保愛國愛港人士擔任行政
長官。和中央政府對抗的人，也必須經過提名委員會
的程序，如果余若薇能夠說服提名委員會給予她足夠
的票，余若薇當然有機會可以過關。
問題在於，余若薇作賊心虛。因為她在2010年夥

同「人民力量」推動「五區公投」、「公民起義」，
公然否定基本法，否定「一國兩制」，企圖進行香江

「自決」，破壞國家統一，擺明了對抗的姿態。她和
中央的關係早在2010年就搞糟了。余若薇搞分裂如
此昭彰，她當然害怕提名委員會。於是，她提出架空
基本法而選舉行政長官的辦法，所謂的「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都是繞過基本法，使基本法成
為一紙空文。但她還聲大大說：「『公民提名』最符
合基本法。」誰都可以看到，基本法是授權法，基本
法根本沒有授權「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推舉
行政長官候選人唯一的授權就是提名委員會負責提
名。
余若薇還賊喊捉賊，說和中央關係差的原因，是中

央把責任推到反對派的頭上，可說賴皮得很。難道中
央授權「港人治港」，會委任一個仿效陳水扁的人來
治港嗎？余若薇搞完了「五區公投」，現在再搞「公
民提名」選特首，更要夥同「台獨」分子搞「佔

中」，這樣的人想當特首，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所謂「公民提名」最符合民主，也符合「均衡參
與」，欺騙不倒任何人。美國、英國、法國的政府首
腦選舉，都不是公民提名的，更加經過初選才決定候
選人。「沒有『公民提名』就不民主」的說法，完全
不成立。普選的定義很簡單，只要是一人一票選舉，
就符合普選的定義。所以民主黨說：「沒有『公民提
名』，也可以是普選」是合理的。余若薇自吹「『公
民提名』符合均衡參與」，更是笑話。找來一班同樣
激進的人簽名了事，沒有法定的審核的程序，界別分
不清楚，沒有足夠的代表性，怎麼能夠符合基本法內
的規定？
余若薇和「人民力量」、社民連抱成一團，不顧基

本法，不顧及事實，立場和素質已經和長毛差不多
了，作出邏輯錯亂的辯解，說明她已走入窮途。

余若薇作賊心虛 徐 庶

■責任編輯：鄧世聰 2014年1月13日（星期一）

——五論香港普選「底線思維」

各界譴責煽分裂
譚凱邦鼓吹「港獨」「台獨」

上周，民建聯
與文匯報合作舉
辦的「2014 年度
漢字評選」，終

於有了結果，「融」字獲選為今年的年度漢
字，根據評委的意見，「融」的本義是炊氣上
升，也有光明的意思，放在今日的社會，則希
望社會能消消氣，減少爭拗，以正面的態度面
對困難，希望社會融洽，樂也融融。

葉傲冬：觀察反思社會活動
民建聯副秘書長葉傲冬指出，「年度漢字」

是中華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的一項熱門評選活
動，最早出現於日本，近年來，兩岸三地以及
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和地區都有舉辦類似
活動。民建聯於去年底首次舉辦「年度漢字評
選」活動，今年是第二次。
中文字言簡意賅，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濃縮

性，可以用一個字濃縮全年的觀感以及對來年
的期盼，而舉辦「年度漢字評選」活動，就是
一種以中文或中國文化方式，觀察和反思社會
的活動，他希望透過這一活動能夠弘揚中國文
化，活躍社會氣氛。
葉傲冬表示，民建聯的「年度漢字評選」特

色是「開放」，除了預備十個漢字供市民選擇
之外，亦首度設立自選漢字環節，讓市民過心
目中的漢字來表達對現今社會的觀感和意見。
從今年的評選過程來看，七千多位市民參與提

名，共提出281個字，其中，最多市民提名的三個字分別
是融、穩和信。評委們在討論這些提名時，分別提出自己
的意見和看法，經過三輪的討論和拉票、投票，「融」在
每一輪討論中都得最多票，最終當選為年度漢字。

評委表述異 共望更融洽
雖然評委會已就「融」字的解釋和所代表的意思進行

討論，並形成統一意見，但是同一個字在不同評委心目
中，仍各有不同的期望。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希望社會
「霧釋冰融」，化解政治、經濟和民生中的不明朗因
素，使前景更光明；立法會議員蔣麗芸稱「融」字予人
溫暖之感，希望社會能更融洽；浸大中文系副教授盧鳴
東希望社會「和而不同」，融洽相處；正生書院校長陳
兆焯從教育者的角度，希望年輕人對知識可「融匯貫
通」，及盡快融入社會；專欄作家項明生則希望香港可
成為一個均富社會，彼此「樂也融融」地生活……角度
不同，表述不同，而共通點是希望社會能更融洽。
這項評選活動不但在香港本地引起媒體和社會的討

論，而且內地的新華網、人民日報海外版，以及中國青
年報、搜狐新聞、中國日報網、國際日報、中國社會科
學網、亞太日報、新民網、中國新聞網等內地報刊和網
站，台灣的中國時報、聯合報、新浪新聞(台灣)、雅虎奇
摩等廣泛地報道，看來，不僅香港市民關心香港，兩岸
三地，以及海外的華人社會，都關切香港的社會狀況和
民心期盼。 （大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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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與公民黨反對派政黨過從甚密的「香港人口政

策關注組」召集人譚凱邦，早前以〈香港都想獨了 台灣幹嘛不獨〉為題向「台

獨」報章投稿，稱香港已被「大陸化」，「台灣民眾應以香港為鑑」，不要放棄

「台獨」主張云云。政界人士批評，譚凱邦身為香港人，卻聯繫鼓吹「台獨」的

傳媒，發表鼓動分裂的言論，再次暴露出香港反對派聯「台獨」搞「港獨」的惡

劣意圖，社會各界必須強烈譴責，堅決抵制杯葛，決不能讓其陰險圖謀得逞。

「環保觸角」主席譚凱邦，
一直與公民黨及「新民主同
盟」等反對派政黨過從甚密，

近年更突然熱衷政治，變身為所謂的「本土派」，多次發表
「反赤化」和鼓吹「台獨」等言論，並以人口政策為名新組
成「香港人口政策關注組」，攻擊香港與內地融合和新來港
人士，鼓吹「港獨」。

2013年9月，譚凱邦與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及「新
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等聯署，在鼓吹「台獨」的台灣報章
《自由時報》，和香港共3份報章刊登廣告，將「個人遊」
政策以至新來港人士，與香港住屋、旅遊設施配套不足等問
題掛鈎，聲言新來港人士「拖累香港」，要求削減單程證配
額，鼓吹所謂的「源頭減人」。

有關聯署廣告在報章刊登後引起社會普遍不滿，連反對派
中人也看不過眼：反對派組織「民陣」召集人孔令瑜成立的
「關注中港家庭權利聯席」更舉行記者會，點名批評毛孟
靜、范國威及譚凱邦等罔顧事實和不負責任，不擇手段地賺
取政治資本，所言冷血，要求3人收回「源頭減人」的不恰
當言論，並向公眾道歉。但3人拒絕收回言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借環保搞政治 攻擊兩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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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與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新民主同
盟」議員范國威等反對派政黨籌辦所謂

「反赤化」遊行的譚凱邦，向鼓吹「台獨」的台
灣報章《自由時報》投稿。他在該篇題為〈香港
都想獨了 台灣幹嘛不獨〉的文章中聲言，香港
回歸後，「特區政府的決策是先考慮中國政府觀
點，香港人的利益次之。香港應是一國際城市，
近年卻漸漸被矮化為中國城市」。
他續稱，「現時的香港已被『大陸化』，台
灣民眾實應以香港為鑑，不應錯信中國果真給了
香港高度自治」，故「台灣應該獨立，以保存各
項優勢，包括民主制度及人文氣息。觀乎香港
『一國兩制的失敗』，請台灣人民以香港為鑑，
不應向中國靠攏。香港已禮崩樂壞，台灣應該要
有危機意識，拒絕大陸化」。
在文章刊出當日，譚凱邦在其個人「臉書」
中稱，自己在投稿時，是「以『香港為鑑 台灣
獨立是最佳道路』為題，編輯私自改了(標
題)」，但又不忘補充稱，「台灣朋友，香港及
澳門已淪陷，別讓台灣失手（守）」。

盧文端批無限放大摩擦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和平統一

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盧文端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在全球一體化背景下，香港
和內地融合已是大勢所趨，香港在資源和經濟上
不可能獨立，而在融合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摩
擦，而譚凱邦身為香港人，卻無限放大這些摩

擦，將其政治化，鼓吹「台獨」，這種言論根本
不是中國人所為，必須受到各界譴責。

蔡毅：屈「矮化」顛倒黑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

長蔡毅指出，中央政府一直支持香港發展，對香
港過去渡過多次經濟難關起到很大的作用，但譚
凱邦把中央對香港的支持說成是「矮化香港」是
顛倒黑白。
他續說，香港人都希望國家統一，在香港搞

「港獨」只會令全港市民受害，是不得人心的。
譚凱邦的言論反映香港一小撮「港獨」分子不甘
勢孤力弱，正想靠攏「台獨人士」，勾結「台獨
勢力」。社會各界應嚴辭譴責這些主張「港
獨」、「台獨」者，不能讓其圖謀得逞。

黃國健：反對派搞「獨」鐵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批評，有關文章正
是香港一些人借社會政策為名等搞「港獨」的鐵
證。他說，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沒有搞獨立的理由，即使台灣主張「台
獨」的政黨，近年都不敢正式提出「台獨」主
張，在香港搞「港獨」可謂愚蠢之極。
他續說，港人不會接受「港獨」，譚凱邦雖
以環保和人口政策為名擔任不同組織的骨幹成
員，發動不同的社區活動，但其「港獨」、「台
獨」言論已讓廣大市民知悉其險惡用心，今後定
會被港人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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