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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重要講話系列解讀之二

中央立場清晰堅定 反對派不可「揣明白裝糊塗」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的講話，清楚闡述了中央對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一個立
場」：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在「一個立場」中，張德江強
調了「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這與只是簡單提「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民主」的不
同之處在於，強調了要依法辦事。反對派無視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過程和現實情況，對中央
的原則立場和基本法的規定「揣明白裝糊塗」，打爭普選的旗號出來攪局，企圖在法治
軌道之外另起爐灶、另搞一套，其結果必然是阻礙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影響 2017 年行政長
官普選的實現，甚至會搞亂香港。這一點值得香港社會各界高度警惕。
張德江強調，在香港民主發展問題上，中央的立場
始終明確而堅定，就是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區根據
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回顧歷史，大家可
以清楚地看到中央推動香港實現普選的決心和誠意。
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中央在最初制定對香港 12 條基本
方針時，就確定了香港九七後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方
向。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行普選，是中央通過基本法
主動提出。之後，中央不僅一再表達落實香港普選的
堅定不移的態度，而且從各方面為達到這一目標作出
努力。這一切，香港市民有目共睹。

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發展民主

事實上，回歸以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
民主成分不斷提升。基本法有關政制發展的條文，體
現了一個重要原則：政制發展的步伐必須循序漸進。
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實踐充分證明，民主是一個
不斷發展和逐步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只有
走得穩，才能走得遠。循序漸進推進香港的民主發
展，符合民主發展的客觀規律，也符合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
宗旨。一直以來，這一項原則在香港行之有效，也普
遍得到廣大市民的認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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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2007
年 12 月 2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也進一步明
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
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
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

「公民提名」
「政黨提名」圖架空提委會
基本法中「民主程序」的主語是提名委員會，而不
是「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或其他任何組織或
個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提名委員會的唯一法定
職責，是一種實質性的權力，不得委託、轉授，不受
無理限制，也不能變為一種象徵性程序。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前已在報章撰文，就「公民提
名」和「政黨提名」難以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提供了法律觀點。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明確指
出不應在「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虛耗時間和精
力。但是，有些人堅持不符合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以架空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
不僅虛耗公眾的時間和精力，而且使政改討論脫離正

軌。

賣假貨的人吆喝聲音最大
張德江還引用諺語說：在市場上吆喝聲音最大的，
往往是賣假貨的。在香港政改討論中，有人將「國際
標準」、「真普選」、「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等口號叫得很響很大，但其內容本質上都是違反基本
法和人大決定的「假貨」。他們的這種伎倆就像在市
場上賣假貨的吆喝聲。
如期落實 2017 年普選特首，既是中央的莊嚴承諾，
亦是 700 萬港人的共同期盼，任何人或政黨都沒有權力
讓這承諾和期盼變成「鏡中花、水中月」。要成功落
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就必須在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的軌道上往前走，而不要走彎路。有些人「揣
明白裝糊塗」，企圖在法治軌道之外另起爐灶、另
搞一套，這就是要使政改走彎路。
反對派千方百計要架空提名委員會的把關功能，目
的是要讓對抗中央的人「入閘」奪取特首位置。這也
正好提醒社會各界，應高度警惕有些人對基本法「揣
明白裝糊塗」，必須捍衛基本法的提名委員會制度
設計。

有「真普選」就不「佔中」
反對派如打劫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青年民建聯日前將千多個簽名交予中聯辦，再轉交
昆明市政府。

鄭治祖）反對「佔中」的「幫港出聲」，早前倡議發起「和平香

一周融昨日在一論壇上批評，反對派聲言有「真普選」就不用「佔中」的言論，有如走進銀
行放下紙條打劫，他呼籲各地區的市民不要做沉默大多數，以一傳十的方式，宣揚香港人渴
望和平的訊息。

由「新西動力」主辦，新界社團聯會屯門地區委員
會、新界西居民聯會、港九漁民聯誼會、屯門青

年協會、香港婦盟等多個團體協辦的政改論壇，昨日邀
請了多名屯門區議員，及「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出
席，向市民講解依法普選，及「佔中」行動的禍害。

周融揭反對派亂港「三件事」
活動甫開始，周融即要求台下參與者以舉手表示支持
2017年落實普選的訴求，大部分在場人士均響應舉手。
周融表示，這反映了大部分香港人都贊同 2017 年落實
普選。他續說，香港過去並沒有因為民主選舉而出現大
亂，但反對派現時有「三件事」將會令香港出現大亂，
包括聲稱「愛與和平」的「佔中」行動，市民不要甘心
接受，「（有人表示）愛與和平然後打你，你就甘心接
受？」
就反對派聲言，有「真普選」就不用「佔中」，周融
批評，這就如有人走進銀行放下「給我 100 萬元」的字
條，要求銀行答應，這只會令香港出現大亂，故有需要
呼籲港人要懂得保護自己，「沉默並非懦弱，應及早發
聲」。他強調，「佔中」並非只影響中環，因為大部分
香港的警力屆時都會被調派到中環，屯門的警力亦會被
削弱，或不能獨善其身平安無事，各區市民都應該考慮

這是否值得。

指「綑綁投票」是「無商無量」
周融指出，另外兩件會令香港變亂的事，是反對派提
出的「公民提名」，及在政改上「綑綁投票」。他強
調，每個地方選出的領袖均會維護當地的憲法，反對派
提出「公民提名」是站不住腳的，加上反對派要求「綑
綁投票」，實在是「無商無量」，是在「焗爆」，務求
讓「佔中」發生。
周融坦言，市民不必像他站到台上，到處宣揚「佔
中」的禍害，而是向地區上一些支持「佔中」的區議員
表態，不分陣營要讓他們明白不應支持「佔中」以至
「搞亂香港」，及市民希望香港能夠和平的訊息：「若
佢（支持佔中的區議員）話你知『佔中』是好嘢，佢就
真係唔係好嘢。」他又呼籲，倘發現子女在學校裡接觸
到「佔中」的訊息，以至有朋輩及師長呼籲子女參加
「佔中」，應多加留意，讓這些訊息暴露在「陽光」，
避免子女遭唆擺而參與「佔中」。

議員籲反對派勿「鐵板一塊」死撐
民建聯區議員陳雲生在論壇上發言時指出，上周屯門
區議會通過動議，支持依法落實普選，並反對一切暴力

■周融昨日在論壇批評反對派有「真普選」就不用「佔
中」的言論。
黃偉邦 攝
及擾亂社會秩序的違法行為。他認為，「佔中」是
「情、理、法」均站不住腳的，尤其制度及法治是香港
引以自豪的價值，故普選應當按照基本法不應外加「公
民提名」或「政黨提名」，呼籲反對派勿「鐵板一塊」
死撐。
民建聯區議員蘇愛群則坦言，普選特首必須按基本法
進行，不應罔顧法治，並批評「公民提名」不符合法律
要求，最終只會破壞「一國兩制」。
區議員龍瑞卿也表示，認同社區可發揮更多聲音，家
長應多留意子女，不要讓年輕人出現質疑「紅燈為甚麼
不可以過馬路」的邏輯。出席是次論壇的，還包括屯門
區議會副主席梁健文，議員程志紅、張恒輝、曾憲康，
及獨立議員林德亮等。

民調對象「佔中」人 鍾庭耀竟稱「獨立」
立」，但原來他公布的「獨立」調查，
對象是 2,000 名已簽署所謂「佔中意向
書」者，其中更只有440多人回應，製造
民意之心昭然若揭，但他仍死撐稱，這
是「民意所向」，更聲言會繼續進行所
謂的「電子公投」。

400

「佔中」擬籌400萬辦「全民投票」
「佔中」 發起人陳健民更乘機「吸
水」，稱他們目前尚餘290萬元儲備，預
計會於今年 7 月 1 日前用盡，故年底前須
多籌 300 萬至 400 萬元才能舉行第二輪
「全民投票」，呼籲市民捐款。
「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昨日批評，類
似的調查和所謂「公投」，「太容易操
控」，例如並非真正公開讓人監察，數據
來往也是「閂埋門」的，「造馬是非常容
易」。

儘管「佔中」發起人「拍心口
保證」在「佔中」時不會出亂
子，但這天負責人就違規將登記
出席者的長枱搬出舉行場地、中
文大學康本學術大樓外，被清潔
女工投訴，而會場座位安排也非
常混亂。
本報記者現場觀察，場內雖有
兩成空凳，有參加者卻因「找不
到座位」而要坐在地上，有一名
女參與者更不停投訴無位坐，直
嚷要離開。到場採訪的記者也
未獲安排座位，要自己「霸佔」
其他參與者的座位或「罰企」近
2 個小時。因此，他們聲稱「佔
中」 會「和平舉行」， 但就連
一次僅 400 人的集會也辦得一片

人集會場面混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
學民意研究計劃一直被批評有政治傾
向。在「佔中」商討日，民研計劃總監
鍾庭耀公布他們的民調結果，聲言其
「獨立」調查反映有九成市民支持香港
普選須符合「國際標準」，但原來這九
成人都是「佔中」的支持者，試圖「製
造民意」。
「佔中三人組」昨日舉辦第二階段
「商討日」總結及前瞻大會，在聲稱已
簡署「佔中」同意書的 2,000 人中，只有
五分一，約400人出席，更找鍾庭耀公布
所謂的「獨立」的民調結果，聲稱有九
成以上受訪者支持普選須符合「國際標
準」。
儘管鍾庭耀聲言，自己並非在為「佔
中」站台，「很珍惜與『和平佔中』的
合作機會，但我在專業上是政治中

《學苑》煽動「港獨」越晒界
朱家健 清華大學中國法律研究生
友人傳閱最近一期由香港大學學生會出版的
《學苑》二零一四年二月號刊物，封面為「香港
民族 命運自決」八個大字，再配以在政府總部外
萬人集會照片作背景。內裡主要以五篇文章配合
該無稽主題，內容荒誕，憤世嫉俗，把挑起分離
主義、鼓吹仇恨的種子，有意識和有組織地借大
學刊物平台散播。校園和學生運動日趨政治化，

這已是逾越了「學術自由」底線，不僅僅是荼毒
學子，更是把「港獨」轉化為言和行，是赤裸裸
的煽動分裂國家主權和領土，必須喝止。
鼓吹「港獨」的刊物猶如「洗腦」，把不健康
不正確的訊息強行灌輸給大學生，用心險惡，把
高等學府變成為政治戰場，把帶有極端「港獨」
分離主義的歪理美化並玷污學術界。「港獨」意

3 月 1
日，雲南
昆明火車
站發生暴
力恐襲事件，事件中至少 29 名無辜平民被
殺害，143 人受傷，事件引起全球震驚，
齊聲譴責暴恐分子的兇殘行為，同時向死
傷者表示哀悼和慰問。3月5日，青年民建
聯主席周浩鼎，與幾名青民成員一同，將
兩天內在社區向市民收集到的一千多個簽
名，交予中聯辦，再轉交給昆明市政府。
對於這次行動，周浩鼎表示，3月2日他
從傳媒看到有關的新聞報道後，立即在青
民的 whatsapp 群組中提出一個問題：昆明
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件，我們該做些甚麼？
青民的成員紛紛作出響應，一致認為應該
就事件作出回應，收集市民簽名，譴責暴
力行為，並表達對受害者和遇難者的關懷
和慰問。很快，提問就變成行動，青民成
員立即發動起來，在全港各區擺街站，收
集市民的簽名。「市民反應熱烈」，周浩
鼎說，「許多市民看到我們的簽名活動，
主動地前來簽名，表達他們對事件的感
受」。

青民蒐逾千簽名悼昆明死難者

港」活動，並繼續在全港各區宣揚「和平合法，促成普選」的訊息。「幫港出聲」召集人之

宣揚關懷內地同胞信息

周浩鼎認為，青民舉行是次簽名行動，
不僅是就事論事地作出簡單的反應，也是
因應香港本地的實際情況作出的行動。他
指出，這次簽名行動，背後還有兩層意
義：其一，近期因內地旅客迅速增加，客
觀上在社會上對一些市民的生活產生影
響，而有一些人借機挑撥兩地關係，發起
仇視內地人的行動。周浩鼎及青民認為，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很有必要組織一些
社會行動，宣揚關懷內地同胞，關心國家
發展的信息，這次的簽名行動，背後也含
有這樣的意思。

盼重視分裂勢力對社會傷害

■大會安排混亂，有參與者被迫
坐在地上。
鄭治祖 攝
混亂，恐怕難以令人相信「佔
中」不會爆發混
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識即使被包裝成為學生刊物內容，仍是不堪入
目，文章字裡行間充斥大逆不道的概念，創造並
引用了「本土意識」、「民族自決」、「命運自
決」等煽情偽理念，妖言惑眾，歪理連篇。
一小撮「港獨」勢力借社會事件張牙舞爪，有
逐漸活躍的趨勢，最令人髮指的包括去年年底有
「香港人優先」組織的暴民擅闖駐軍軍營被拘
捕。該「香港人優先」是極端激進組織，訛稱
「優先」為名，鼓吹「港獨」為實，過去一年來
均見該激進組織在各遊行揮動港英時期的龍獅
旗。另外，筆者在社交網站也曾見有疑似思維傾
向「港獨」的網絡用家，竟以港英旗作臉書頭

其二，昆明的暴恐事件，是由分裂勢力
組織的一次恐怖活動，由此可見分裂勢力
對社會帶來的巨大傷害。昆明的事件不僅
僅內地省市自治區需要提出警惕，要防止
分裂勢力的破壞，在香港同樣需要作出這
樣的警惕。近一段時間以來，香港社會也
出現極少數人，拿英殖民旗，高呼香港
獨立的口號，市民不應該忽視這些行為可
能對社會帶來的禍害。青民這次的社會行
動，希望能喚醒市民大眾對這些問題的重
視。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像，被網民聲討不知所謂；有廢青在臉書成立
「香港靖國神社崇敬學習會」，並貼出象徵軍國
主義的日本軍旗相片，該名廢青露出賣國賊嘴臉
更口出狂言貶低中國人，數典忘宗，媚洋崇日，
矮化祖輩和同胞，簡直畜生不如。
「港獨」滋事分子的激進擾民行為叫人憂慮，
隨此等「港獨」暴民言論和行動不斷升級，筆
者認為就國家安全法立法的確有燃眉之急。「港
獨」分子以國為仇，與民為敵，「港獨」不得人
心，此等鼓吹激進分裂國家的妖孽是法治文明社
會的大毒瘤，「港獨」分裂勢力必須消滅於萌
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