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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指出，現時社會上分歧最大的議題，是行
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少市民認為應按照基本法的規
定，單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但有團體提出「公
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提名」等其他建
議。此外，有意見認為行政長官選舉不應設有任何
「篩選」，但未有充分就「篩選」作出定義或分析。
政黨和政治團體的意見更是有點南轅北轍。不少意見
只是傾向堅持自己的立場，或一些「口號式」的意
見，較少提出充分理據支持，或顧及基本法下的政治
體制原則和條文內容。林鄭月娥表示實在擔心，如各
方繼續堅持己見，不願回歸到基本法的法律基礎，又
不願接受政治現實需要的話，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這
個目標，恐怕只會變成「鏡中花、水中月」，香港的
民主發展將再一次停下來。

香港民主發展停下來有前車之鑒
林鄭月娥用「香港的民主發展將再一次停下來」，

這有前車之鑒的。2005年12月21日，特區政府向立法

會提出的政改方案議案，遭到反對派議員綑綁投票否
決。反對派議員背棄民意，否決2005年政改方案，致
使香港的民主政制原地踏步，令社會各界、特區政府
和中央方面所付出的心血付諸東流。香港的政制發
展，需要香港社會、特區政府、立法會和中央政府四
方面良性互動，形成共識，才能成事。2005年香港市
民清楚表達了希望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的主流民意，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也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但反對派
議員卻綑綁投票否決，令香港的民主發展停下來。自
稱「民主派」的反對派議員，竟然令香港的民主發展
停下來，表明他們並非真正的民主派，而是民主發展
的反對派，實質上的反民主派。

主流民意不願意見到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現在的情況，與2005年很相似。落實2017年普選

行政長官，既是中央對香港的莊嚴承諾，亦是七百
萬港人的共同期盼。林鄭月娥指出，從社會至今的
整體反應來看，有幾點看法還是相當普遍和突出

的，包括：香港市民都希望 2017 年大家可以「一人
一票」選出行政長官，不願意見到政制發展原地踏
步；市民普遍認同政制發展須按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相關解釋和決定進行；不少市民認同行政長
官須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既然基本法規定行政長
官候選人須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
生，社會應認真討論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程
序、候選人數目等議題。這四點看法，實際上是主
流民意的體現。

中央一再表達推動香港落實普選的誠意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會見到北京

述職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時指出，中央政府在2017年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希
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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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打
下基礎。的確，中央對2017年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的立場
是堅定不移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
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行
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
習主席既顯示了中央希望香港如期落實普選的誠意，也
表達了中央依法辦事的堅定立場。

「公民和政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正如林鄭月娥指出，現時社會上分歧最大的議題，

是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不少市民認為應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單由提名委員會提名候選人。但有團體提出
「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提名」等其他

建議。其實，這些分歧最大
的議題，都是由於反對派離
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另搞一
套。

對於「公民提名」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去年9月12
日在給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邀請其出席「真普選聯盟」
的「公民提名」研討會的回覆中明確指出，「公民提
名」漠視基本法明文規定，不攻自破。 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一個有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根本沒有所謂
「公民提名」的環節。張曉明的信明確點出了「公民
提名」的要害就是違反基本法。律政司司長袁國強今
年1月29日在報章撰文，也清晰剖析了「公民提名」或
「政黨提名」為何違反基本法。林鄭月娥2月27日就政
改諮詢作中期總結，也明確指出「公民提名」和「政
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回歸基本法也是「惜福」之道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新春酒會致辭時稱，任何政改

方案和建議，只要是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基礎上提出，中央均樂意商討，但就堅決反對在這兩
個規定外「另搞一套」。他指香港的福氣，在於它一
直獲「內地的無私支持和幫助」，形容堅持法治、感
念祖國關愛，也可算是「惜福」之道。落實2017年普
選特首是中央對香港的莊嚴承諾，讓普選行政長官討
論回歸基本法，務實討論，凝聚共識，為順利實現行
政長官普選打下基礎，也可算是「惜福」之道，這樣
才能避免普選目標變成「鏡中花、水中月」。

如何避免普選目標變成「鏡中花、水中月」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多份本地報章撰文表示，政改諮詢期已經過了一半時間，現時

社會上分歧最大的是普選特首的提名程序，她認為普選特首的前景不容樂觀，但未到絕望境

地，她擔心假如各方不願接受政治現實需要，普選這個目標只會變成「鏡中花、水中月」，

香港的民主發展將再一次停下來。實際上，任何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權的建議，

都只會使普選目標變成「鏡中花、水中月」。要避免普選目標變成「鏡中花、水中月」，必

須讓普選行政長官討論回歸基本法，特別是在提名程序方面，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規定提

名權屬於提名委員會，這是絕對不能繞過或削弱的。

新聞自由最基本的要素，就是客觀報道事
實，不要蒙蔽讀者，不要袒護暴力主義和邪惡
勢力。然而，西方的傳媒卻有歪曲新聞的自
由。
雲南昆明火車站的屠殺平民事件，明明是「疆
獨」分子為了實現其政治目標，殘害無辜市民的
恐怖主義行為。BBC、CNN卻千方百計扭曲事
實，定性為「舞刀傷人事件，不是暴力恐怖襲

擊」，還強調他們被警察擊斃，顛倒了因果，使
讀者以為是「政權鎮壓弱勢社群」。這樣事件變
質了，行兇者變成了受害者。這就是西方所強調
的「新聞自由」。為什麼這些電視台不肯尊重事
實，提及他們是恐怖分子？因為他們敵視中國政
府，早已經預設立場，凡是反對中國政府的，他
們就要偏幫。
在西方社會白皮膚的人，被恐怖分子殺害了，

西方傳媒立即嚴詞譴責。在中國，恐怖分子濫殺
平民，警察聞訊趕到制止暴力襲擊和殺戮，就成
為鎮壓者，恐怖分子立即變成了「舞刀男」，變
成了他們同情的人。
《蘋果日報》昨日發表的「盲目的仇恨，盲目

的恐懼」評論，也按照BBC、CNN的「反中護
恐」宣傳口徑，為「疆獨」恐怖分子講好話，使
用顛倒是非的手法，胡說昆明恐怖襲擊事件引爆
了「兩大情緒：仇恨和恐懼」，「反對暴力與反
對暴政並不矛盾」，「一些人因為要反對暴政而
同情暴力」，「因為暴政為禍傷害超出暴力」云
云。

《蘋果日報》的手法，就是不講這個事件的性
質，不講甚麼人應該受到譴責，然後定性「暴政
為禍傷害超出暴力」，還不允許批評恐怖主義襲
擊，如果批評了恐怖分子，就是「刺激受害者家
屬的仇恨」和「做了恐怖主義分子的幫兇」。中
國的傳媒，批評恐怖主義都是錯的。《蘋果日
報》美化恐怖分子、醜化批判恐怖主義的「新聞
自由」，才是最神聖的。漢兒學了胡兒語，站在
城頭罵漢人。他們所使用的武器，就是雙重標準
的「新聞自由」，事實可以像麵粉一樣，任他們
搓捏。

《蘋果》「反中護恐」顛倒是非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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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條立法迫切性
人代委員有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陳嘉洛）昆明火車站日前發生恐襲事
件，引起各界關注國家安全問題。正在北京出席「兩會」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王敏剛昨日稱，將在人大小組討論中重提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不過，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認為，香港
現有法律已足夠處理治安問題。
王敏剛昨日在出席港區人大預備會議後表示，他10年前已提出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至今，現時有更多代表對二十三條立法感到有
迫切性，尤其是北京及雲南等地受到境外勢力影響而相繼出現事
端，「二十三條立法不單是香港的問題，（恐襲）可以發生在雲
南，也可以發生在其他地方……香港都有好多外國竊聽、資金支持
（反對勢力）等，擾亂了香港的民主訴求」。

王敏剛：昆明恐襲證迫切
他並稱，要求加快立法是因應國際政治形勢和實際情況，昆明恐

襲事件便是一例，而在二十三條立法後，特區政府就可以較有力監
控很多政治團體的活動，但這與「芝麻綠豆」的「佔中」無關，
「同（香港）內部政治理念完全無關」。
王敏剛表示，包括他在內，最少有3名代表均反映立法有迫切性，

但仍有不少人大代表對於立法時機和內容持不同看法，故未必能達
到聯署階段，相信要形成提案可能仍未成熟，但指「總的來講，大
家覺得（立法）時機愈來愈成熟，我已經覺得遲咗」。
他強調，香港雖實行「一國兩制」，但不可能沒有國家安全法，

而為第二十三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他不認同討論立法是
向特區政府施壓，他亦未正式與官員討論有關問題。

霍震霆：越遲越易惹誤解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霍震霆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香港社會應借

鑑澳門實施二十三條至今有何問題，澳門方面的情況說明二十三條
並非洪水猛獸。各界亦需說明清楚二十三條的意義。如果有些事情
越遲講，則越會引起猜測和誤解，故此社會始終不能逃避訂立二十
三條。

葉國謙：港現有法例足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葉國謙則指，第

二十三條立法沒有迫切性，認為二十三條主要是保障國家安全和反
恐，而香港現有法律已足夠處理治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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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
會報道組葛沖）原定9
月在本港舉辦的亞太
經合組織（APEC）財
長會議改址到北京舉
辦，引發外界頗多猜
測。財政部部長樓繼
偉昨日在全國政協會
議開幕式前表示，改
址與「佔中」及香港
政改爭拗無關。
樓繼偉在回應記者

提問時稱，財長會議
延後及改址，是因為整個APEC峰會的時間都變動了，很
多會議都要調整。
據香港英文報章《南華早報》引述不具名的APEC工作
人員說，事緣美國總統奧巴馬為了留在國內參與中期選舉
助選，要求把APEC峰會從10月挪到11月，作為本屆
APEC會議的主辦國，中國自然希望促成去年缺席APEC
峰會的奧巴馬今年與會，並且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由
於種種後勤問題包括酒店預訂等，才作出上述「罕見」的
改期改地點決定。

外交公署批罔顧事實
美報告亂屈阻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國務院日前發表2013年度全球人權報告，在有
關香港部分中，聲稱基本法「限制」了香港市民和平更替政府的權利。外交部駐港公
署發言人昨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強調，「一國兩制」在港成功實施，經濟發展成就顯
著，政制改革不斷推進，國際社會對此有目共睹，「美國國務院發表的2013年國別
人權報告再次罔顧事實，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我們堅決反對」。

香港政制發展踏入關鍵一年，眼見本港反對派
提出不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公

民提名」、「政黨提名」等不得人心，美國國務院
「適時」發表了2013年度全球人權報告，其中約
32頁特地「描述」了本港的情況。報告指，基本
法「限制」了香港市民和平更替政府的權利，「證
據」就是在前年行政長官選舉中，選舉委員會由
「親政府委員」主導，又稱特區政府雖然指現時立

法會功能界別並不符合普選原則，但當局並無採取
任何措施取消有關議席。

港府：依法普選共同願望
在報告發表後，特區政府隨即回應，強調按照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決定，成功落實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
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特區政府在去年正式開展了

就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
眾諮詢，當局會以開放態度，聆聽社會各界和廣大
市民的意見。
特區政府並重申，按照基本法推動政制發展是特

區的內部事務，外國政府應尊重這個原則。

公署：堅決反對干涉中國內政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亦就此回答記者問

題。記者問：「日前，美國國務院發表2013年國別
人權報告，部分內容涉及香港，你對此有何看
法？」發言人回應：「香港回歸17年來，『一國兩
制』在港成功實施，經濟發展成就顯著，政制改革
不斷推進，國際社會對此有目共睹。美國國務院發
表的2013年國別人權報告再次罔顧事實，對屬於中
國內政的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我們堅決反對。」

CY：增教育資源 今年施政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題為《心繫青
年》的網誌，分享他近日在禮賓府接待近百位參與「學校起動」
（Project We Can）計劃的師生。梁振英讚揚同學們有一顆積極向上的
心，藉着計劃拓闊視野，鍛煉身心，令他深受鼓舞，又強調投放資源以
培育下一代是今年施政報告其中一個重點，特區政府會繼續提倡全人發
展，讓年輕人發揮潛能。

與百「學校起動」學生茶敘
梁振英昨日在網誌中表示，由九龍倉集團舉辦的「學校起動」計劃，
活動涵蓋面廣，種類多，計劃推出近3年，吸引超過25,000人次參加。當
天出席茶敘的同學曾參與的活動包羅萬有，包括經營年宵攤位、參加實
習和師友計劃、參與義工活動、申請獎學金到海外留學等。
梁振英在活動中表示，「Project We Can」正好代表了不單止你或我，
而是大家互相扶持發揮香港精神——「Can do spirit」 ，共同發展，共
同進步。有學生分享透過師友計劃學習到多角度思考，另有透過計劃到
美國及新西蘭留學的青年人，感謝計劃讓他們可以到海外認識朋友。
有學生形容，有關計劃讓他有機會參與無止橋活動，從中體會到在港
生活的幸福，推動他立志將來多到內地參與義務工作。

承諾續聚焦青年全人發展
梁振英在與學生交流分享後，讚揚計劃成效顯著，參加者都能認識自

己，發揮潛能，令他相當感動，「我們的社會質素取決於人的質素，我
們社會的未來取決於你們這一代的質素」。他強調，投放資源以培育下
一代是今年施政報告其中一個重點，並承諾特區政府會繼續聚焦青年的
發展機會，特別是提倡全人發展，讓有不同才能、不同志向、不同理想
的年輕人都能夠發揮潛能，為自己的未來打拚。

■樓繼偉 資料圖片

■■梁振英與學生們大合照梁振英與學生們大合照。。

■梁振英
日前在禮
賓 府 與
「學校起
動」學生
聚 會 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