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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商討日曲終人散，但所引發的爭議卻是愈
演愈烈。事後反對派溫和力量隨即發動大反擊，批評
商討日結果不代表民意，批評投票程序不民主，甚至
出現「種票」現象。事實上，所謂商討日出現了太多
人為扭曲的情況：一是「人力」前主席劉嘉鴻公然在
網上教唆支持者「種票」，有人在當日就曾向戴耀廷
等「佔中」搞手投訴，但卻不獲受理，劉嘉鴻見狀更
大力發動支持者「種票」，結果導致本來不被看好的
「人力方案」高票當選。二是「人力」執委譚得志竟
然在商討日會場的接待處，儼如工作人員一樣「指
導」參與者如何投票，而「佔中」現場的義工卻聽之
任之。這些情況說明，「佔中」與激進勢力內外勾結
已是證據確鑿。

「佔中」搞手與激進勢力勾結

當然，激進方案全數高票當選，除了「佔中」搞手
監守自盜之外，更在於「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
反對派臨陣倒戈投票也是重要原因，最終導致了「人
力方案」得票竟然高於「真普聯」。為什麼說激進反
對派臨陣倒戈？原因是他們都是「真普聯」的成員之
一，他們都承諾會在宣傳或投票時支持「真普聯」的
「三軌方案」，以顯示「真普聯」的團結以及政治倫
理云云。正是由於激進反對派誓神劈願說會全投「三
軌方案」，而他們的支持者不少都曾參與過商討日，
簽署了意向書，有了他們的承諾，令「真普聯」一眾
在投票前過度樂觀，未有大力動員，結果差點陰溝裡

翻船。
原來，激進反對派根本沒有動員支持「三軌方

案」，他們一直是講一套做一套，對「真普聯」信誓
旦旦，但在動員時卻要求支持者全投「人力」方案。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先麻痹「真普聯」的戰意，
再在投票時臨陣倒戈，集中票源，導致「人力方案」
竟然獲得708票，大勝只有452票的「三軌方案」，一
個激進反對派政黨的得票，竟然遠高於集合各個反對
派的「真普聯」，這無疑是摑了「真普聯」一巴掌，
也令到「人力」在激進陣營內的聲勢急漲。事後，
「人力」主席袁彌明、劉嘉鴻、譚得志等人意氣風
發，四處宣傳自身方案大勝「真普聯」，正是得了便
宜又賣乖的小人嘴臉，也說明「人力」是有心算計
「真普聯」。

「真普聯」成員大反擊
對於激進反對派臨陣倒戈的行徑，一眾「真普聯」

成員大為不滿，召集人鄭宇碩稱，「真普聯」早前各
主要成員舉行記者會已呼籲投「三軌方案」，但最後
有成員轉軚，是否欠缺誠信則「要問佢哋」；其中最
落力拉票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認為，梁國雄「臨尾
又轉軚」，做法「唔係幾好」，及後民主黨更罕有地

發表嚴厲聲明，批評「人民力量」和社民連在「佔
中」商討日，沒有支持「三軌制」，反而為其他「公
民提名」方案拉票，要求他們解釋云云，否則民主
黨就要退出「真普聯」。民主黨的不滿由來已久，
過去不斷受到激進反對派的狙擊施壓，但他們為了
令「真普聯」苟延殘喘，一直不作聲也沒有反擊，
但這次激進反對派是公然背叛「盟友」，竟然因為
綑綁「真普聯」不遂，倒戈一擊，令「真普聯」灰
頭土臉，這放在任何政治團體、政治同盟都是不能
接受。

然而，「真普聯」會清理門戶嗎？鄭宇碩一直安
撫、縱容激進反對派，目的就是要維持「真普聯」的
團結，至少是表面的團結。現在如果要清理門戶，要
不就是民主黨等溫和力量離去，要不就是「人民力
量」、社民連等出走，不論哪方出走都會令「真普
聯」元氣大傷，更失去了代表整個反對派的資格，鄭
宇碩會接受嗎？而激進反對派其實也不想離去，希望
繼續騎劫「真普聯」，所以「人力」急急表示下月
「電子公投」將會重新歸隊，這不過是為鄭宇碩提供
下台階。可以預期，「真普聯」已經由半死不活變成
行屍走肉的政治殭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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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左右紅藍綠》上，鄭宇
碩製造虛假的民意，說民意調查顯示
出香港市民以2比1甚至3比1的多
數，支持「公民提名」的方案。
鄭宇碩企圖混淆視聽，為「佔中商
討日」投票推出的「公民提名」方案
救亡。本港報紙幾乎一面倒批評此次

投票是小圈子投票，沒有公信力，特別是「人民力
量」運用種票的手段作弊，違反遊戲規則，大大提升
支持「公民提名」方案的人數比例。報紙都作了廣泛

的揭露，連「佔中」發起人之一的陳健民都在《蘋果
日報》上承認，起碼有500人是冒充參加過「佔中磋
商日」，才推高「公民提名」方案的支持比例。鄭宇
碩竟然厚着臉皮說：「支持『公民提名』絕對不是激
進派的民意，而是全香港的民意。」這實在是無中生
有。
迄今為止，簽名參加「佔中」行動的人，僅僅得

2000人。「佔中」在香港孤立得很，是明擺着的事
實。否則，又何需出動「人民力量」衝擊商討日的會
場，製造虛假的投票湊數，谷起「學民」方案得到半

數的支持率？又何須「佔中」組織預先把所有其他方
案以黑箱作業的手法，篩選得一乾二淨。不僅排除建
制派的方案，也槍斃自己友提出的方案，只是剩下以
「公民提名」為主調的方案。在冇得揀的情況下，再
由自己友進行民意調查，當然會好像鄭宇碩所說的，
「得到了3比1的多數支持」。
廣大市民都清楚看到，在冇得揀、小圈子的選舉

中，「公民提名」方案尚且沒有辦法取得多數支持，
而且投票者全部都是簽了名參加「佔中」的激進派，
這樣的民意拿出來示眾才是自我出醜。2000人與700
萬香港市民相比，究竟是多數還是少數？
陳方安生批評「佔中商討日」提供的方案缺乏真正

的選擇。民主黨的單仲偕去信鄭宇碩，表達對「人
力」和社民連無呼籲支持真普聯方案的不滿。「佔中

商討日」舉行的是一場製造民意的投票，連陳太和民
主黨的方案都被扼殺了。鄭宇碩還跑出來為激進派說
好話，說「公民提名」代表了全港民意，只能說明一
個問題，鄭宇碩是激進派的核心人物。鄭宇碩曾經親
赴台灣勾結民進黨，建立「台獨」和「港獨」的命運
共同體，兩路人馬已經齊備，「佔領中環」、拉倒普
選如箭在弦。所以，鄭宇碩才跑上香港電台的電視節
目，睜開眼睛說瞎話，說「公民提名」是香港的主流
民意，無非是為了配合「沒有公民提名，一定佔中」
的部署。
大律師公會、律師會都說「公民提名」違反基本

法，這也是社會大多數人的看法。 但在鄭宇碩的眼
中，根本就沒有基本法，因此遵守基本法的呼籲也就
不當是民意了。

鄭宇碩為虛假民意辯護

■責任編輯：林立勝 2014年5月9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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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首輪諮
詢結束。為
繼續加深市
民對基本法
及普選原則
的了解，政
改諮詢專責
小組繼續推
出《來自普選的理》系列短片。最新一輯由前行會成員梁
智鴻（見圖）粉墨登場，闡釋了特首的「雙負責制」中一
項重要工作是擔任香港與中央之間的橋樑，故愛國愛港是
特首的基本條件。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早前製作《來自普選的理》系列短
片，邀請了多名社會人士深入淺出地討論普選議題。最新
一條短片，名為＜特首雙負責篇＞，邀請了梁智鴻講解基
本法中對特首雙重負責的要求。

特首擔任香港與中央之間橋樑
梁智鴻在短片中解釋，行政長官，顧名思義是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首長，而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故特首
肩負了一個重要角色—「就是擔任香港與中央之間的橋
樑」。他指出，特首要「雙重負責」，在基本法已清楚列
明，例如第四十三條中列明特首須「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
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基本法第四十八
條列明特首除領導特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
法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的同時，還要執行中
央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及代表特區
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等。
梁智鴻續說，基本法規定，將來實行特首普選時，特首

人選要先由香港市民選出，然後由中央任命，這安排亦正
正體現特首需要「雙重負責」，故特首要有清晰願景、工
作能力及領導才能，也要愛國愛港，這是當特首的基本條
件，「否則特首怎樣履行基本法對他的要求？」

鄭宇碩扮矮仔圖保激進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

派，包括「人民力量」、社民連身為「真普
選聯盟」成員，卻在「佔中」商討日出「陰
招」，動員支持由「學民思潮」及學聯提出
的「公提」方案，迫其他黨派就範。民主黨
即率先發難，不排除退出「真普聯」。不
過，「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昨日就為激進
派說好話，聲稱他們本屬一個鬆散的組織，
但相信大家會以「大局為重」。
民主黨日前發難，批評社民連及「人力」

攪局，令大家已缺乏互信，不排除會退出
「真普聯」。鄭宇碩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承認，「真普聯」的「三軌提名方案」在
「商討日」的投票中只排名第三，成績確令
人不太滿意。

承認鴿黨表不滿 料會留低
不過，他就為激進反對派的「背叛」開
脫，稱他明白民主黨對聯盟內其他組織感到
不滿，但「真普聯」是一個很鬆散的政治聯

盟，倘要求各黨派「必須要團結一致」是很
困難的。自己身為召集人，從一開始已知道
面對的處境十分困難，更早已寫好「辭職
辭」， 聯盟內更有人估計「真普聯」連兩個
月都維持不了，現在已成立超過了1年，到這
階段只能「盡力而為」。
鄭宇碩其後聲言，「真普聯」一旦解散
或分裂，對爭取「真正民主訴求」來說是
一大打擊。他希望各黨派能夠以「大局為
重」，以「團結」作為最重要的基礎，一
起爭取「真普選」，並相信民主黨會繼續
留下來。
被問及有反對派議員提出，在6月 22日
「佔中」的「全民投票日」讓「溫和方案」
也可以成為市民的選擇，鄭宇碩稱，他個人
對此持正面態度，但又抹黑中央政府稱，大
家有一種「幻想」，以為只要方案「非常溫
和」就能與北中央談判，但問題在於中央能
否接受「自己屬意的人選」落敗，否則「講
咩都冇用」。

日以繼夜寫報告
13萬份政改意見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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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晚在出
席香港華人革新協會65周年會慶聯歡

宴會時，主動提到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香港可於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令政制發展成為香港市民
近日關心的議題。
政改首輪諮詢剛於過去的周末完結。在諮
詢期間，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一共出席了226
場座談會及研討會，各界也踴躍提出不同意
見。當局收到約13萬份的意見書，並正「日
以繼夜、夜以繼日，整理及歸納所收到的各
種意見」。

料2個多月內提交
他續說，「政改三人組」期望可在未來2個

多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諮詢報告。行政長官
在審議報告後，就會按既定程序向全國人大常
委會提交報告「正式啓動政改五步曲」。他估
計，特區政府可於今年底前啓動第二輪政改諮
詢，及提出具體方案讓市民討論。
譚志源重申，任何政改方案要得以落

實，「首先是必須要符合基本法規定，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在此基礎上我們
會致力提出實際可行而政治上有機會取得立
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的方案。」
他直言，正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說過，

前面的路是充滿困難和變數，特區政府需要
香港社會各界繼續積極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共同努力為市民大眾實現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這個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首輪政改諮詢完結，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透露，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在諮詢期內共出席了226

場座談會及研討會，並收到約13萬份的意見書。當局正「日以繼夜、夜以

繼日」地整理，並預計今年底前啓動第二輪政改諮詢，屆時會有具體方案讓

市民討論。

學民學聯攬全投
恫言佔立會政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聯手「造馬」選出3個
全部包含違法「公民提名」的方案後，激進反對派「學民
思潮」及學聯昨日恐嚇稱，倘特區政府「否決」下月「民
間投票」的結果，他們將會有所行動，初步傾向「佔領」
立法會、政府總部等標誌性地標。
「佔中」篩選出15個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

建議，交由經篩選的、簽署了「佔中」同意書的激進派再
篩選，結果「選出」3個全部包含違法「公提」的方案，並
於下月22日交由「全民投票」，被批評是為了「佔中」而
預設結果。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聲稱，倘特區

政府「否決」下月「民間投票」的結果，他們會「有所行
動」，而目前傾向「佔領」或包圍香港一些標誌性的地
點。包括立法會、政府總部以至中聯辦等，向政府施壓，
回應香港人「對民主的訴求」。「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
鋒在同一節目上也稱，倘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沒有「公民
提名」，他們必定會有行動，又稱原則上有更多方案讓市
民選擇是最好的，但現在「不應該讓步」。

立會議員晤區員 商發展離島南區
■譚志源透露，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在諮詢期內收到約13萬份意
見書，並料今年底前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 曾慶威 攝

■立法會議員
與離島區議會
和南區區議會
議員舉行會
議。

徐 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議員昨日分別和離島區議會
及南區區議會的議員，討論了「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保育及推
廣香港仔的漁民文化及相關的交通配套等問題。
與離島區議會舉行的會議由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擔任召集人，出席

的議員包括涂謹申、譚耀宗、馮檢基、梁君彥、葉國謙、何俊賢、
易志明、姚思榮、梁志祥和盧偉國。
會上，議員討論了有關離島區渡輪服務及其相關政策；離島區交

通規劃及其相關政策；增發大嶼山的士牌照事宜；「大嶼山發展概
念計劃」的最新進展；在東涌新巿鎮興建附設乾濕貨街巿和熟食巿
場的巿政大樓等。
與南區區議會舉行的會議由何秀蘭擔任召集人，出席的議員包括

涂謹申、馮檢基、梁君彥、葉國謙、葉劉淑儀、莫乃光、郭偉強、
單仲偕、廖長江、盧偉國和鍾樹根。會議上，議員討論了有關保育
及推廣香港仔的漁民文化；旅遊設施的交通配套；香港仔的交通問
題；放寬薄扶林南面華富一帶的限制以發展公營房屋的建議；發
展黃竹坑和海洋公園而引致的交通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