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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籲珍惜2017普選勿再拖
次場早餐會平和理性 劉新魁重申「一立場三符合」

昨日出席早餐會的包括政府代表、中聯辦代表，及13名立法
會議員。與會的劉新魁會後被問到會面氣氛時回應說：

「氣氛也是很好！」
據引述，中聯辦及政府官員在會上都仔細紀錄每位議員的發

言。劉新魁以約12分鐘的綜合總結，回應了各議員的意見，並
答允研究後逐一回覆，同時亦重申了張德江委員長提出的「一
個立場、三個符合」。
林鄭月娥會後指，是次會面氣氛一如前日第一場早餐會，各
人都很平和理性說出自己的立場，達至原先設計目的，讓立法
會議員和中聯辦官員直接面對面溝通，相信這些構建了的平
台，將有利於政府日後推動政改的工作。

立場各異 政府努力凝共識
她了解，反對派議員的立場和建制派議員的立場有所不同，
因此政府需要很努力收窄分歧，去凝聚共識。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會後形容，會上氣氛非常好，會面時有提

及一些原則的問題，也有提及一些具體方案。他留意到劉新魁
和中聯辦的代表很留心聆聽議員意見，也有做筆記，相信對方
會如實向中央反映議員的意見，是次的會面非常有價值。
他續說，明白有個別議員希望有更多交流，當局會考慮這方

面的意見，並考慮往後如何可以增加交流，而早餐會作為第一
次立法會議員和中聯辦代表於政改問題的對話機會，「冀往後
有其他機會加強立法會議員，與中央的代表就政改問題交換意
見，例如特區政府正安排議員訪問上海亦基於這個原因」。
行會成員、民建聯李慧琼表示，會面氣氛良好，她感到中聯
辦代表以及政府官員都仔細紀錄每位議員的意見。
經民聯梁君彥表示，早餐會上氣氛平和表達意見，也聽到有

人發表「公民提名」的意見。他指劉新魁希望議員珍惜機會。
立法會內會將於周五討論議員到訪上海的安排，他希望議員對
上海行程表達意見，又認為建制派及反對派分開與中央官員會
面可接受。

劉承諾逐一回覆議員意見
金融界吳亮星指，會上提出了2017年之後選舉方法有否空間
再作修改關注，劉新魁對議員發言作了概括回應，並表示會在
研究各人意見後再逐一回覆，感到對方有誠意反映議員意見。
工業界（第二）林大輝表示，在會上提到政府有否就政改問

題做好「期望管理」，他指劉新魁在總結中，反映中央有誠意
落實及推動普選，又重申了「一個立場、三個符合」，亦強調
政改問題以市民利益為依歸。

湯家驊：早感受劉態度開明
另外，公民黨湯家驊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說，2010年討論
政改時，時任法律部副部長劉新魁也曾參與討論，「首場早餐
會對話是『真刀真槍』，沒有太多客氣說話，當然劉新魁亦是
重申中央立場，但感受到他態度開明及有心事成」，但稱
「『泛民』對普選看法講得好明顯，早餐會議最終會否對政改
有用處，此刻是太早判斷」。
他又指，「我知悉今次訪問團構思醞釀好長時間。聽聞應早

於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回請時正式提出，但由於無法進行，一度
擱置構思，及後行政長官於『兩會』期間舊事重提，中央就立
即拍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促成各界進一步

凝聚共識，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分批邀請全體立法

會議員，與中聯辦法律部部長劉新魁及副部長劉春

華直接交流。據悉，在昨晨舉行的第二場政改諮詢

早餐會議上，劉新魁總結發言時，再次引述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提出的「一個立場、三個符

合」。有議員則引述林鄭月娥指，應該珍惜2017年

落實普選的機會，又指若2017年未能通過普選方

案，對能否重啓「五步曲」仍是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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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商政改
反對派拒特首在場

劉兆佳批反對派圖拉倒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本港正處
於普選的「大直路」，但反對派堅持所謂
「公民提名」。香港九龍潮州公會主席馬介
欽昨日強調，政府已經啟動了2017年普選
特首的政改諮詢，定必要依足基本法及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做好政改「五步曲」，
令本港可以如期於2017年實現普選特首，

衷心希望社會各界能夠和平理性討論。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昨日舉行65周年暨第
廿八屆會董就職典禮晚會。馬介欽致辭時強
調，政府啟動了2017年普選特首的政改諮
詢，普選必須依足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做好政改「五步曲」，在「一國兩
制」大前提下凝聚共識。

馬介欽：「一國兩制」下凝共識
馬介欽表示：「潮州公會衷心希望社會各

界能夠以和平、務實、開放的態度進行理性
討論，並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下，和衷
共濟，凝聚共識，求同存異，珍惜機會落實
『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目標，否則政制
原地踏步。」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在發言時說，他作
為政府問責團隊成員，十分讚賞香港九龍潮
州公會的政改立場及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同意
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下月訪問上海，但反對
派議員至今仍未確定多少人成行。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
佳昨日指出，反對派年多來走向激進化，有
部分人在中央無法接受其目標時，就提高叫
價試圖拉倒政改，再把責任推給中央政府，
故自己對政改達成共識不太樂觀，並呼籲各
界不應視2017年普選為「終極」，以為
「邊個贏就贏晒」。
劉兆佳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無論
中央或反對派也走向「強硬化」：中央政府
已表明政改底線，不容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成
為特首，也不會接受任何可能出現此局面的
方案。

開天殺價再卸責予中央
他續說，反對派年多來走向激進化，有部分

人，尤其是年輕人在中央無法接受其目標時，
就提高叫價試圖拉倒政改，再把責任推給中央
政府，並以此作為採取激烈行動的理由。
劉兆佳直言，在這情況下，中央與反對派

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他對政改達成共識不
太樂觀，「在普選辦法上，中央與『泛民』
的距離實在太遠，大家都關注到哪個人或勢
力可以控制特區政府的問題」。
他續分析，無論政制是原地踏步或向前一
步，政制爭議也不會停下來，即使2017年
成功有普選，日後仍會出現提名委員會、功
能界別存廢，以及中央與特區權力分野等爭
議。相反，即使政制無共識，倘政治對話仍
可繼續，為合作留下空間，已算是比較好的
結局。

立會訪滬可增合作空間
劉兆佳強調，反對派訪滬能否令政制有實

質成果，並不重要，最重要反而是能減少與
中央的互不信任，令將來有更多政治合作空
間，並呼籲各界毋須視2017年普選為終
極，以為「邊個贏就贏晒」，這種心態只會
引起激烈對抗。
被問及特區政府的管治問題，劉兆佳認為，

無論政府內部、建制派或反對派內部、政府與
反對派之間也矛盾極多，加上特區政府民望低
落，也影響中央對特首普選的擔憂，反對派也
利用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作為籌碼，孕育了
反對派激進勢力。
他續分析，特區政府目前面對最大問題，
不是與反對派關係緊張，而是建制派不團
結，近年各個建制勢力不單未能緊密合作，
成為強而有力的管治勢力，內耗反而更嚴
重，政府管治更乏力。
劉兆佳又認為，政府內某些人可能採取對

抗方式，處理與反對派關係，建議政府應多
點團結建制派，少點與反對派發生磨擦，
「多交朋友、減少敵人，才是王道之道，有
利政府挽回民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
梁振英昨日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表示為令今次上海的訪問，得以圓滿
順利，特首辦和中聯辦已組成工作小
組，並開始籌備議員出訪的工作，他
個人十分樂意向中央轉達議員對訪問

行程的建議，並盡力促成其事。
梁振英在信中又指，希望曾鈺成收

集議員意見後，盡快轉告特首辦，期
盡早落實具體行程，而特區政府會繼
續聽取議員建議，並與立法會主席及
秘書處緊密聯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
對派開出訪問上海的「三點要
求」，包括要求與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單獨會
面，在特首梁振英表示「有商量」
後，又有新的要求：在單獨會面
時，特首梁振英及其他特區官員不
可以在場。
據一名反對派議員聲稱，倘中央政

府答應他們的3個要求，即上海之旅主
要討論政改、反對派議員要有足夠時
間單獨與中央官員討論、中央官員直
接回應不同的政改方案，他們會再商
討在與中央官員單獨會面期間，是否
容許「第三者」在場。

聲言不想「其他人」插手
他聲言，是次政改方案的討論是

反對派與中央政府之間的事情，不

想「其他人」插手，故中央一旦答
應他們的3個條件，他們會再商討在
單獨會面中是否容許「其他人」參
與。
據悉，反對派認為既然是「單獨」

會面，故傾向會面期間場內只有王光
亞、李飛，而特區行政機構與立法機
構無從屬關係，他們「不歡迎」梁振
英參與有關會面，其他討論政改的活
動也不希望梁振英參與。至於同樣會
到上海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他們就稱對方可列席會面，但就
不應加入討論。
該名反對派中人又稱，即使中央答

允他們的3項要求，他們也不會全部出
席，而是由各黨派派出兩三人參與，
估計約11人至12人，而目前較大機會
參與的有公民黨湯家驊、郭榮鏗，民
協馮檢基，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及
民主黨黃碧雲、涂謹申。

潮州公會籲依法如期選特首

胡漢清：「普選無期」危言聳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民黨立法會議

員郭家麒昨日出席第二場政改早餐會後，聲稱政府
方案未能獲立法會通過，將沒有「Plan B」（後備
方案），普選會遙遙無期。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胡
漢清指出，人大有關決定已訂明本港最早可於
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倘屆時未能如期落實，雙
普選進程仍可順延，港人普選權利仍受基本法保
障，所謂沒有「Plan B」或普選遙遙無期的說法只
是危言聳聽。

胡漢清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在基本法下，不可能
有人有權力或作出指示說，如果本港在2017年沒有普
選，港人的普選權就會喪失。他指，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2007年所作出的有關決定是公開的決定，說明最早
2017年可實行普選，並非2017年最遲或一定要落實普
選，就是說，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普選時
間表是循序漸進的，普選特首要看實際情況推行，即
2017年可以有普選，但如港人未有共識落實普選或表
達不想要普選，普選可以順延，很有彈性。

「可普選第五任特首」代表以後皆可
對於2017年如未能特首普選，整個政改「五步
曲」須重新啟動，難以確定何時能落實普選時間
表，胡漢清指出，人大有關決定提到，「2012年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不實行由普
選產生的辦法……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
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這就
是說，第四任行政長官不可以普選產生，2017年第
五任可以，按此推論，第六、第七任或以後各任自
然都可以，並非是說第五任不以普選產生的話，第
六任便不可以普選產生，不過屆時政府最重要是仍
須在適當時候按照「五步曲」推動政改。

郭家麒屈「恐嚇」無Plan B挨批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舉行第二場政改早餐

會，多名議員贊同會面氣氛良好，但公民黨郭家麒
為求「出位」，就在會後聲言遭林鄭月娥及中聯辦
法律部部長劉新魁「恐嚇」，稱兩人說不接受政府
方案，就沒有「Plan B」。林鄭月娥其後指，她在會
面中只是對2017年倘不能達至特首普選會出現甚麼
情況，作出一個客觀事實的陳述，並沒有「恐嚇」
或作出有關暗示，並點名批評郭家麒講話內容「不
盡不實」。
在昨日政改早餐會後，出席會面的郭家麒在會見
傳媒時聲稱，他在會面中遭林鄭月娥及劉新魁「恐
嚇」：「好清楚，無論林鄭月娥及劉部長都係發言
入面提及：『如果2017年的方案，無論幾難去接受
都好，你唔接受的話沒有Plan B』」。

同場反對派澄清：未有聽過
不過，民協馮檢基在會後指出，劉新魁在早餐會
上只是重申了中央政府的立場，並沒有回應議員的
提問，有如「筆記員」一樣。出席會議的民主黨胡
志偉也指，自己當時未有聽過林鄭月娥說「Plan
B」：當時，有議員問林鄭月娥，萬一政改未能通過
將來會如何時，對方回應說，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只提到2017年可普選特首，如通過不到，日後
會如何就不得而知。

林鄭反駁：不盡不實損氣氛
林鄭月娥昨日在出席立法會大會期間，主動反駁

郭家麒的「恐嚇論」，「很不幸，他（郭家麒）的
講話內容是不盡不實的。為了不要影響往後還有兩
場早餐會的氣氛，所以我必須作出一個澄清」，並
直言「突然間有一位議員有這樣的演繹，都出乎我
的意料之外」。
她強調，自己從沒有「恐嚇」議員，也沒有類似
的暗示，會面上更完全沒有提過「甚麼Plan B、
Plan A 等」的字眼，自己當時只是對有議員提出關
於2017年倘不能達至特首普選會出現甚麼情況，而
作出一個客觀事實的澄清。
林鄭月娥又說，劉新魁和她講的說話，大致上是
一致的，只是點出了2007年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
容。

2017無普選 須重啟「五步曲」
她進一步解釋指，要澄清的客觀事實是，普選的
目標是基本法規定的，而普選的時間表則在2007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賦予給本港；2007年的人大常委會
決定，並沒有再對2017年以後每一屆的行政長官是
如何去進行作出說明，故若未能落實普選，就要重
新啟動政改「五步曲」，故很難指出何時才能夠再
有普選的時間表。
林鄭月娥強調，另一個要重申的事實是，無論是

中央、特區政府或市民都希望能夠於2017年落實特
首普選。

袁國強：整體港人希望普選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會後回應郭家麒的言論時強

調，各方都不希望2017年無普選。他又提到，在會
面裡，各人都認同整體本港市民希望2017年有普
選，故不希望看見沒有普選這個情況，又相信萬一
沒有普選，對本港的管治會有負面影響。
郭家麒其後再會見傳媒，認衰稱林鄭月娥確沒有

說過「Plan B」等說話，自己說的「被恐嚇」是自己
的個人感覺而非引述。不過，他死撐稱，「倘」林
鄭月娥心目中有後備方案，應該一併
向市民「坦白交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主家
林鄭月娥 政務司司長
嘉賓
黃定光 民建聯
李慧琼 民建聯
郭偉強 工聯會
梁君彥 經民聯
鍾國斌 自由黨
潘兆平 勞聯
廖長江 商界（第二）
吳亮星 金融界
陳健波 保險界
林大輝 工業界（第二）
胡志偉 民主黨
郭家麒 公民黨
馮檢基 民協
政府官員
袁國強 律政司司長
譚志源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邱騰華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
劉江華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
梁松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
陳岳鵬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鄭 琪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中聯辦代表
劉新魁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
劉春華 中聯辦法律部副部長
邵錦莉 中聯辦法律部研究處主任科員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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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政改早餐第二場政改早餐
會氣氛平和理性會氣氛平和理性。。

■據悉林鄭月
娥會上呼籲珍
惜 2017 年落
實普選的機
會。

梁祖彝 攝

■劉新魁向
在場傳媒揮
手。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