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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提名」
明明違法 余若薇為何要死撐？
楊正剛
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明確表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三軌制」等方案不符
合基本法，不可能納入第二輪諮詢。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卻死撐「公民提名」，揚言沒有「公
提」凝聚民意，「泛民」想溝通也沒本錢。「公民提名」漠視基本法，將其剔除出下一輪政
改諮詢是負責任的做法，是尊重法治必然選擇。「公名提名」違法就是違法，不能因為靠
「電子民間公投」炮製出來的所謂民意，就變成合法，更何況所謂的「電子民間公投」根本
就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余若薇輸打贏要死抱違法違憲的「公民提名」，說穿了，不過是為保
自己「入閘」謀奪特首大位。然而，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銅牆鐵壁面前，「公民提名」及
余若薇的「特首夢」，只會碰得頭破血流！

排除「公民提名」 有利依法推動普選
剛結束的首階段政改諮詢，其中一個重要成果，就
是釐清「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這是香港社會和中
央的共識。在過去討論普選的過程中，中央明確指出
「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全
國人大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先後清楚明白地指出，「公民提名」的本質
和要害就是違反基本法，發揮了以正視聽的作用。在
香港方面，不僅特區政府官員從法律的角度講清楚
「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的理據，而且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和團體都批評「公民提名」架空基本法規定的提

名委員會的權力，甚至一些溫和反對派也擺脫激進反
對派的「公民提名」綑綁。
最引人注意的是，作為法律界專業團體的大律
師公會和律師會，對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有關行政
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會有兩點共同意見：一是肯
定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權力僅屬於提名委員
會；二是肯定提名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排除提
委會由全體選民或選民組成，因為這樣不符合廣
泛代表性的要求。這兩點意見，清楚講明了「公
民提名」、「政黨提名」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具有強烈的代表性和權威性。
「公民提名」由於「法律有爭議，政治無共識，操

作有困難」，因此本港社會各界均認為，不應再在這
個議題上浪費時間和精力，將「公民提名」排除出政
改方案中，更有利政改討論重回正軌，更有利於務實
推動普選。

「公投」操弄民意 不能將「公提」合法化
經過 5 個月的討論，市民大眾日益明白政制發展依法
辦事是關鍵，不能離開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另搞一套。然而，身為資深大狀、曾經當過立法會
議員的余若薇，根本不理法律意見，仍企硬堅持「公
民提名」。在余若薇眼中，「公提」符合普及平等的
國際標準，可以凌駕於法律專業意見之上。余若薇放
言，在政府推出方案前，公民黨仍會全力爭取「公
提」。若政府推出不包含「公提」方案的話，就應再
進行電子投票，「你不讓市民企硬的嗎？但如果市民
到時想轉軚，是否應給大家一個機會？不同的時勢有
不同的民意，要小心考量。」這顯然是在向政府施
壓。
事實上，所謂的「民間公投」本身就是有篩選的小
圈子遊戲，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5 月 6 日「佔中
商討日」篩走所有溫和普選方案，獲最高票的 3 個方案
均包含「公民提名」元素。「佔中商討日」的結果更
引起反對派組織「真普聯」內訌，矛盾表面化，更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已經四分五裂的反對派聯盟「真普聯」，將於今天舉行每
周例會。由於民主黨早前公開表示，下月 22 日「佔中電子公投」後便會不參與「真普聯」任
何活動，預料會議將會討論「真普聯」是否在「電子公投」後便停止運作。有成員指出，既
然大家為了面子不想公開宣布解散「真普聯」，可以「暫時唔開會、唔搞活動」，讓「真普
聯」步「普選聯」的後塵，一直「冬眠」下去。

有「真普聯」成員承認，上周例會醞釀「真普聯」
是否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問題，而且大部分成員

覺得現時大家互相不信任，無謂勉強下去，「依家已經
到了同床異夢的境地，為何要扮團結，給外界一個假團
結的印象，有甚麼意思呢？正所謂勉強無幸福」，他又
不明白召集人鄭宇碩當時為何沒有勇氣向外公布，要迫
使民主黨去「引爆」。

不開會不以聯盟名義搞活動
他表示：「現時民主黨率先表態離開，而工黨亦去

意甚濃，因為（『商討日』投票）事件發生後，每天
只是民主黨、『真普聯』及『人民力量』在傳媒面前
互相指責，搶盡風頭，工黨覺得不如離開，另闢出
路。同時，更有指公民黨亦想退出，不欲被激進派綑
綁，但公民黨內暫時仍然意見分歧。」他認為，若為了
面子，又或者有些人留戀某些職位，拒絕宣布解散「真
普聯」的話，可以採取「冬眠」方法，即不召開會議，
及不採用「真普聯」名義參與活動，況且早前欲舉辦的
籌款活動，目前已經不了了之。
另外，部分「單頭」的「真普聯」成員則採取觀望

民建聯促「租置走辣
租置走辣」
」

態度，因為大家仍然計算不到「電子公投」的結果，
暫時不想輕舉妄動。有「單頭」的「真普聯」成員
說，如果「電子公投」「搞得有聲有色」，而七一
「佔中預演」有條不紊的話，便繼續「聚多一陣」，
因為距離政改談判還有一段時間，當中存在很多變
數；反之，若「電子公投」亂七八糟、「佔中預演」
又出現不愉快事件時，會立即割席，所以預算「真普
聯」會「保留」多數周。

湯家驊籲討論提委會增民主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就認為，當「真普聯」決定
邀請「人民力量」及社民連加入時，就已經埋下分裂伏
線。他說，現時反對派之間缺乏互信，攻擊盟友，沒有
團結的條件，在過去 5 個月以來，政改諮詢的討論被
「公民提名」騎劫。
他呼籲反對派互相合作，推動社會討論提名委員會民
主化。

17小業主被徵買家印花稅

象，相關法例及政策存在不合理及應作技術性修訂。
此外，必須釐清房屋署及有關機構的疏忽責任。根據
大部分苦主們反映，無論在房屋署的認購申請書中，
或在買賣樓宇過程中，他們表示房屋署及有關律師行
完全沒有提及若業主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有可能需要
繳付買家印花稅一事，或提供任何資料，有關部門/機
構實有失職之嫌，致使苦主們陷於困境，必須要釐清
有關部門/機構疏忽的責任，並作跟進。

民主黨何苦當「唐僧肉」
電視台正在播放《西遊記》，裡面
的「三打白骨精」現實版，也在香港
政壇上演。一群妖魔鬼怪，要吃唐僧
肉。但是，唐僧一再放過了白骨精，
自己最終被捉，陷於死亡的邊緣。香
港政壇的「唐僧」就是民主黨。一再
受到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欺騙，
一再被狙擊，民主黨仍然未覺醒，仍然說「這是最後
一次的機會，為了大局，我們再團結一致」。
直到最近，民主黨舉行全體會議，仍然決定維持與
「真普聯」合作至 6 月 22 日的「公民投票日」。到那
時，「真普聯」自動停止運作。即是說，由頭到尾，

違法的「公民提名」缺乏民意支持，又遭法律界摒
棄，為何余若薇仍對其執迷不悟，視「公民提名」是
「凝聚民意、與政府溝通的本錢」，原因很簡單，
「公民提名」正是為余若薇度身訂造，是助其「入
閘」參選特首的重要保障。如果「公民提名」被剔除
出正式的政改方案，余若薇的「特首夢」只能落空。
公民黨的前身，就是四十五條關注組，對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和原則瞭如指掌。余若薇不尊重基本法的決
定，千方百計在普選特首的制度上僭建「公民提
名」，目的就是要保住自己「入閘」機會，繼而謀奪
特首大位。但是，堅持「公民提名」漠視法治、漠視
民意，只怕聰明反被聰明誤，最終落得竹籃打水一場
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項民調計劃
昨日公布最新行政會議
成員民望指數，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成為最多
被訪者提及的議員，她
更是在過去一年以來，
評分最高的議員，共有
■葉劉淑儀
54.4 分。而排名第二位
至第六位的行政會議成員，依次是民建聯副
主席李慧琼、林煥光、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
棠、羅范椒芬及陳智思。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5 月中的最新評
分調查顯示，市民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的
最新支持度排名，首位是葉劉淑儀，為 53.3
分；排第二位及第三位的是林煥光及羅范椒
芬，評分分別為 50.8 及 47.7 分；而位列第
四位及第五位的是李慧琼及鄭耀棠，評分分
別為 43.9 及 42.3 分。市民對排名首五位行
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的平均分為 47.6 分。在
最新調查中，陳智思得 53.9 分，但由於認
知率較低而被剔除。
另外，在過去一年的總結排名顯示，有 4
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曾經上榜 4 次，葉劉
淑儀、林煥光、羅范椒芬及李慧琼排名，分
別為第一位至第四位，平均分分別獲得 54.4
分、52.8 分、47.3 分及 46.0 分。陳智思及鄭
耀棠則各上榜兩次，分別得 54.1 分及 42.0
分，排名第五位及第六位。

女婿入大嶼山發委會
發叔：新界人熟地頭

■ 民建聯成員昨早
到特首辦外請願。
到特首辦外請願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 10 多名成員
昨早趁行政會議召開會議，到特首辦外請願，他們手
持標語，要求政府豁免買入「租置計劃」屋邨單位的
業主繳付 15%買家印花稅。代表指出，今年 3 月以
來，合共收到 17 宗求助個案，指購買了租置計劃的單
位後，才知道要繳付印花稅，涉及金額由 7.5 萬元至 15
萬元。民建聯認為，公屋業主並非法例的針對對象，
促請當局修例豁免。

為遏止樓價飈升，炒樓成風，政府不斷「出招」，民
建聯代表指出，有關「辣招」原意是針對投資者，卻同
時影響了「租者置其屋計劃」下的小業主。自本年 3 月
中至今，民建聯一共收到 17名於2012年10月27日後購
入租置計劃屋邨單位的小業主求助，指收到負責樓宇買
賣的律師行通知，才知道須繳付樓價 15%的買家印花
稅，金額由約港幣 7.5 萬元至 15 萬元不等。更令苦主們
感到徬徨無助及不滿的是，無論是房屋署，或是負責樓
宇買賣的律師行，在買賣的過程中，並沒有告知他們相
關條例，令他們大失預算，進退兩難。
民建聯認為，租置計劃並非上述條例所針對的對

死撐「公民提名」為保自己「入閘」

葉太民望冠絕行會

「真普聯」擬冬眠
不解散保面子

證明「公投」不過是製造虛假民意的手段和工具，連
反對派也代表不了，更遑論主流民意。可以預計，在
激進反對派的操控下，不論是 6 月 22 日的「電子公
投」，還是余若薇所提的「第二次電子投票」，其政
治誠信已經破產，靠誤導得來的民意又怎能代表真正
的民意？更不可能因為有「民間公投」的支持，就把
違法違憲的「公民提名」合法化，硬要政府和市民接
受。

徐 庶

民主黨都沒有退出過「真普聯」，如同間接宣布「民
主 黨 從 來 沒 有 和 社 會 民 主 連 線 和『 人 民 力 量 』 割
席。」
「人民力量」、社民連等激進反對派要的，就是民
主黨「維持運作到 6 月 22 日」這一句話，這樣就能夠
綑綁着民主黨。激進反對派由「民陣」出頭大講「團
結」，「民陣」召集人楊政賢說，「泛民」政黨在
「佔中商討日」投票後非但未有凝聚力量，反而分為
溫和與激進兩派，加劇分裂，削弱公民社會力量。他
強調：「我哋真正對手係中央政權，唔係民間對民
間」，希望盟友毋忘初衷。
「民陣」聲明更強調，立法會議員應按民意投票，

「辣招」非針對公屋應豁免
民建聯強調，各項樓市「辣招」的原意並不是針對公
屋居民，因此要求政府酌情豁免徵收租置計劃下的小業
主須繳付買家印花稅，與此同時，必須澄清這批業主是
否會受《2013 年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影響，而須繳
付雙倍從價印花稅，一旦如此，政府會如何跟進，以讓
這批基層市民真正可享有安樂窩。

任何繞過民眾的談判或妥協都有違民主精神，呼籲議
員在政改表決時必須按「6·22公投」的投票結果。言
下之意，民主黨不願意團結，留在「真普聯」不情不
願，是破壞了大局。而「人民力量」一邊聲稱，在
「6·22 公投」會支持「真普聯」的「三軌方案」；另
一邊，卻不守信義，重施故技，與社民連成員牽頭成
立「佔中後援會」，上街擺檔呼籲市民支持「學界方
案」，更有「人力」的立法會議員站台。「佔中後援
會」召集人兼「人力」執委譚得志還狡辯，大部分
「後援會」成員不是「人力」的成員，所以「後援
會」支持「學界方案」與「人力」支持「三軌方案」
並沒有衝突。
很明顯，「6·22 公投」一樣是以「學界方案」為
主，「三軌方案」一樣被出賣，民主黨一樣要忍辱負
重，大力支持「公民投票」。最後投票結果，所謂的
民意不過是重複「佔中商討日」的「民意」。民主黨

■余漢坤(左)早前向到訪大澳的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右)
及常任秘書長(工務)韋志成，介紹大澳警署照片。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大嶼山發展諮詢委員
會委員、鄉議局主席劉皇發女婿余漢坤，早前被指在
大嶼山擁有多塊土地，不適宜擔任委員，另有報道指
他漏報利益。劉皇發昨日表示，新界人有土地很正
常，而余亦已申報利益，若有熟悉地區的人士擔任委
員是好事。
劉皇發昨日於鄉議局執委會後回答有關問題時，表
示新界人有土地很正常，因新界人本為農民，「耕田
一定要有土地」，故有土地亦非犯法。他又指已提醒
余漢坤申報利益，而余亦已申報，「39 幅（土地），
計埋我哋（劉家）在內。」
對於余漢坤被指不適宜擔任委員，劉皇發稱有熟悉
地區的人擔任委員是好事，「外面人擺落去（委員
會），唔熟悉環境，人哋嘅生活方式亦唔清楚。」

若不按此「民意」對待政改問題，就要背上出賣「公
民提名」的罪名。之後，公民黨、「人民力量」、社
民連就會再次發動「辭職公投」，把民主黨的票源搶
盡搶淨。
民主黨既然已知道和「人民力量」、社民連綑綁是
一個錯誤，為甚麼還要留下一條尾巴，要等到「真普
聯」「公投」結束才離開？再一次與激進派綑綁起
來？
民主黨現在已經被「吃唐僧肉」嚇破了膽，連和中
聯辦交流政改問題也不敢行動了。他們的策略，就是
要等待所有反對派和中聯辦談過了，才願意和中聯辦
接觸。這就好像訪問上海一樣，最後一個才報名。逃
避根本就不是辦法。現在民主黨已經被「人民力量」
放入了蒸籠，「6·22 公投」，他們就可以開火，「吃
唐僧肉」了。民主黨將被小妖千刀萬剮，還是大膽創
新路，絕處逢生，端看他們的智慧和膽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