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責任編輯：謝孟宜

特首梁振英今日正式向人大常委會提交政

改報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會於同日公

布小組首階段的公眾諮詢報告。特區政府公

佈諮詢報告，特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有

關報告，意味政改五步曲正式啟動，特首

普選的討論將進入更加具體、實質的階段。

政改諮詢報告全面客觀持平反映本港民意對

普選的看法，社會各界應該給予重視，認真

客觀地了解消化不同意見，以便為落實普選

尋求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

首階段政改諮詢期結束時，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曾透露，在接獲的意見書中，可歸納

出香港社會對政改的三點共識：一是認同政

改必須依法辦事、有根有據；二是市民大眾

一心一意希望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三是特

首必須為愛國愛港人士。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在闡明中央對香港普選問題的態

度時，提出「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的

原則，即中央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

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行政長官普選制度

必須符合香港實際，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行政長官必須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

這充分顯示，在特首普選問題上，香港的主

流意見和中央的立場是一致的。

「2017年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已成為

本港社會的最大共識。香港作為法治社會，

市民尊重法治精神。落實普選的關鍵，就是

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推

進。因此，各界討論政改諮詢報告，尋求普

選共識，不論任何意見，都要符合依法辦事

的要求，順應主流民意的取向，才有可能走

入邁向2017年特首普選的康莊大道。任何人

硬要離開法律規範另搞一套，非要把違反基

本法的「公民提名」加入最終的普選方案，

只會製造諸多爭議，浪費時間精力，給落實

普選造成阻礙。

在首輪政改諮詢中，社會各界踴躍表達

對落實普選的看法。此份政改諮詢報告是對5

個月諮詢期內收到不同意見的歸納總結，把

港人對於政改發展的不同聲音客觀、全面、

充分向中央反映。普選特首是本港社會的共

同期望，各界人士應理性務實地看待政府公

佈的諮詢報告，即使對報告持不同意見，仍

須堅持依法辦事原則，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凝

聚共識，放棄對立抗拒心態，以免阻礙普選

順利落實。 （相關新聞刊A2版）

諮詢報告全面客觀持平反映民意
立法會大會昨日二讀通過雙倍印花稅修訂條

例草案，隨即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強調，為確保辣招成

效，政府要從嚴處理所有豁免建議。事實上，

自美國啟動退市後，市場正關注明年將至的加

息潮對樓市逆轉的影響，然而本港樓市近期出

現不正常升勢，正反映辣招穩定樓市的重要意

義。一些議員從不同方面提出多種豁免修訂，

雖說都有一定道理，但會給市場發放誤導訊

息，令樓市更波動。立法會議員應以大局為

重，盡快通過辣招草案，避免樓市大幅波動衝

擊經濟民生。

政府提出雙倍印花稅，直接針對炒家增加炒

樓成本，原意就是不讓炒家有可乘之機，達到

冷卻樓市的目的。不過，立法會審議辣招草案

時，有議員要求豁免自用工商舖、公司購入非

住宅物業等情況。類似的修訂雖然可以理解，

但卻會對樓市大局造成不利影響。

自美國聯儲局啟動退市機制減少買債，外界

已預期美國今年第四季可能結束量寬政策，市

場進一步聚焦美國何時加息。在市場關注明年

返回加息周期樓市可能逆轉的同時，近期本港

卻面對樓市小陽春，二手樓盤近年原受辣招等

因素影響，樓價回復穩定了一段時間，近月重

現搶購潮。上半年中原樓價指數不單沒有下滑

迹象，反而緩緩上升，近日公佈的領先指數

CCL報123.35點，創67周新高，按周升1.8%，

與歷史高位123.66點，僅相差0.31點。這些情

況顯示本港樓市出現不正常波動。

必須看到的是，辣招實施後，投機活動已經

冷卻。直到今年5月，政府為完善原先已有的

豁免，早前技術修訂辣招「先買後賣」，卻被

市場詮釋為「減辣」，明顯帶動交投。這說明

辣招風吹草動，足可引發市場揣測，刺激需

求。如果政府此時容許個別豁免，被市場誤讀

為減辣，只會進一步觸發新一輪炒風，令原已

反覆的樓市更加波動。交投亢奮，樓價升得

多，樓市一旦逆轉，意味跌得更多。在高價

購買物業的人士，往後便要承受樓價大跌的風

險。

在目前樓市不正常波動的形勢下，全面落實

辣招可達到穩定樓價的目的。這不但有利各種

物業交投，而且能減低買賣雙方的風險。樓市

攸關民生，小道理應服膺大道理，立法會議員

需以防控樓泡風險為重，支持落實辣招草案。

（相關新聞刊A10版）

大局為重 支持辣招
A2 重要新聞

政改今啓首步曲 特首向人大交報告
社會共識：依法如期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預演佔中」，誣衊警方「暴力清場」，甚
至強屈警員「粗暴對待」。「佔中」發起人
之一戴耀廷日前撰文，稱「佔中」者「絕對
不是在尋釁滋事」，又稱前線警員在執行警
方高層下達的指示時，「要具批判力地想一
想。」政界指出，警隊的職責就是執法，戴
耀廷竟試圖煽惑警員不要聽上司的命令執
法，這是絕不能接受的。他們又批評，反對
派示威者不斷刻意挑釁和衝擊警方，戴耀廷
身為「佔中」的始作者，實難辭其咎。
戴耀廷昨日在《蘋果日報》刊出所謂〈給
前線警務人員的公開信〉，突然一反其同路
人聲稱警員「暴力清場」的說法，聲稱「對
於當天（7月2日『預演佔中』）前線警務人
員的表現，我在此公開表示讚揚。前線警務
人員所展示盡忠職守及克制的專業態度，足
證香港警隊的前線人員，是達到國際標
準」，又稱對「佔中」引起了不少前線警務
人員的顧慮，「是我所深感歉意的。」
他隨即聲稱，「佔中」者「與前線警務人

員一樣，非常尊重社會秩序」，「當去到佔
領中環的時候，我希望前線警務人員在執行
警方高層所下的命令前，也要用你們公民的
身份具批判力地想一想，那些命令是否對警
方、特區政府及香港是最好的？……為何警
方高層要下這樣的命令？……研究法律30
年，我知道法律不等同良心，因有惡法。即
使是善法，也有惡意執法。因此，嚴格執法
不可能保證人的良知不被違背，也不表示人
的良心不在。」

譚耀宗：高調發公開信有政治目的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日指出，警方一直依
法處理事件，維持秩序和社會治安，也是警
隊的職責所在。戴耀廷有法律資格，理應明
白警方的職責，不應要求警方「不要執
法」，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戴耀廷是次高
調對前線警員發出公開信，背後肯定有政治
目的。

黃國健斥戴說廢話 公眾自有定論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直斥，戴耀廷是

在說廢話，「由誰判斷惡法？不是你說是就是。」執法
人員的職責，就是要依法辦事，不會自行決定何謂「惡
法」。他續說，「預演佔中」當日，大量的影片中顯
示，警方在執法時十分斯文及理性，反而有示威者對警
方「有仇」般，不斷刻意挑釁和衝擊警方，公眾對此自
有定論，「事實擺在眼前，是誰尋釁滋事？就是示威者
尋釁滋事！」

謝偉銓：戴是發起人要負很大責任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表示，當

日「預演佔中」者，在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時已稱會在晚
上12時解散，但他們霸佔街道到翌日上午8時，不守規
矩，「難道要任你霸多久就多久？」
他批評，有關人等被捕時，就誣指警方「暴力清
場」，如果戴耀廷認為警方「做得好」，當日就應該
說，或者呼籲示威者盡早離開，避免堵塞中環主要幹
道，「他現在才說，這算甚麼意思？戴耀廷發起『佔領
中環』，他需要對此負很大的責任！」

林大輝挺警依法辦事是優秀團隊
立法會工業界（二）議員林大輝表示，很多香港市民

和海外人士都感覺到香港是法治之區，警方一直依法辦
事，是優秀的團隊，但隨示威規模越來越大，發生衝
突是在所難免的，為警方帶來很大的挑戰，更會損害警
民關係。他認為，參與暴力衝擊的只是一小撮人，相信
不會影響香港這個法治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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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報告放上網供市民閱覽
特區政府政改諮詢專責小組今日會公布首階段政改
諮詢報告，其中會總結「政改三人組」出席226場座
談會及研討會，和接獲的約13萬份政改意見。「三
人組」會於今日下午出席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
議，簡介總結政改諮詢意見的報告，並接受議員提
問，其後會舉行記者會。梁振英同日會向人大常委會
呈交報告，正式啟動「政改五步曲」的第一步曲。兩
份報告均會上載互聯網供市民閱覽。
領導「政制諮詢專責小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在諮詢期結束後，歸納了社會對落實特首普選的
3大主流共識：一是如期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二是
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三是
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特首。

提委會是唯一 須反映「集體意志」
根據各界呈交的意見書，在提委會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的程序上，各界主流意見認同，根據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的規定，提委會是唯一法定提名機構，提名特

首候選人須反映提委會作為「機構提名」的「集體意
志」。主流意見不接受「公提」、「黨提」等任何繞
過提委會、削弱提委會提名權力的違法方案。普遍人
亦認同特首參選人須得到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能出
閘，同時出閘人數應有限制，以2至4人為宜。

提委會維持四界別 體現均衡參與
在提委會人數和組成方面，主流意見認為應維持選

委會四大界別組成提委會，體現均衡參與；如何體現
廣泛代表性要求各師各法，但一般認同提委會人數應
在1,200至1,600人之間。主流意見也認同應研究適當
擴大提委會的選民基礎，以加強其代表性，但對如何
擴大提委會選民基礎意見紛紜，包括將公司票轉為個
人票、加入更多行業會員作為選民等。主流意見認同
提委會委員產生辦法沿用選委會做法維持不變，確保

制度穩定性。
在其他細節上，各界主流意見傾向普選行政長官投
票安排應採用「過半數」和「兩輪投票」安排。主流
意見又認為，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應與本地立法銜
接，以「重選」處理「守尾門」情況等。在行政長官
的政黨背景方面，主流意見指，應維持現有選舉條例
中有關特首沒有政黨背景的規定，確保特首能對中央
和特區整體利益負責。
此外，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是首輪政改諮詢

中另一個諮詢公眾的議題。各界普遍認同，在 2017
年落實好特首普選，2020年立法會普選才可望實現，
故不急切修改 2016年立法會選舉安排。維持現有立
法會選舉安排，可讓社會集中精力處理好特首普選。
主流意見更認為，立法會應繼續保留功能組別，發揮
穩定社會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

首輪政改諮詢期完結後兩個多月，政改

「五步曲」的首步曲今日啓動：特首梁振

英今日將正式向人大常委會提交政改報

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亦會於同日公布

小組首階段的公眾諮詢報告。在首輪諮詢

結束時，林鄭月娥已經指出，社會有3大主

流共識：一是如期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

二是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與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三是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特首。本報綜合各界提交意見書的具體建

議，發現主流意見均認為，提名委員會是

唯一提名機構、提委會組成應維持現有選

舉委員會四大界別，以體現均衡參與原則

等。

政改三共識
1. 政改必須依法辦事、有根有據。
2. 市民大眾一心一意希望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
3. 行政長官必須為愛國愛港人士，受中央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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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蘭桂坊之父」之稱的
前海洋公園主席盛智文昨日在一個活動中表示，「佔
中」將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他不希望看到「佔中」發
生，呼籲港人應該「慢下來」，不要太感情用事，應冷
靜理性地與政府共同解決當前問題，找一條正確向前的
道路。

冀勿感情用事 冷靜找出正路
盛智文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提到，他從未見過如現在
香港的氣氛，也從未見過香港人如現在般。他認為大眾
應「慢下來」，應多思考，不應感情用事，並找出一條
正確向前的道路，「希望大家可以找到一個方法與北京
（中央）溝通，我不希望會令北京產生一個香港已失去
控制的看法，否則我們將什麼也得不到。」
盛智文認為，2017政改方案很重要，並影響年輕一

代，但「有關方案難以滿足所有人」。
盛智文並談到早前的七一遊行及隨後有數百人分別佔
領遮打道和特首辦靜坐的行為。他表示，「七一遊行示
威已足以表達大眾的訴求，而對於之後的靜坐行為，如
果是我，我不會這樣做。」
他續說，「佔中」將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而他最擔

心一大群人聚集時，未必每個人均可和平理智，到時或
會引起混亂。他希望，香港人可以冷靜理性地與政府共
同解決當中問題。

「佔中」毀旅業 影響難估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文鈴）反對派聲

言，政府在政改諮詢報告中否決「公民提
名」，就會「佔領中環」，香港旅遊業界均
擔憂會影響香港的旅遊業，相關行業亦會受
到漣漪效應之害。香港旅遊業議會昨日表
示，自上月財委會發生示威者衝擊立法會
後，已收到不少內地與海外旅行社查詢有關
香港「佔中」情況，有旅行社考慮按情況改
變行程，有旅行社甚至已將推銷暑假期間往
香港旅遊的廣告抽起。議會指出，本港旅遊
業因「佔中」而受到的影響將難以估計。
旅議會主席胡兆英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曾

表示，「佔中」會影響本港旅遊業。他昨日
在與傳媒午宴時說，近日收到不少內地和海
外旅行社查詢，並關注「佔中」的情況，考
慮會視乎情況改變旅客行程。

港或被調至黑色旅警 代價沉重
他坦言，業界十分擔憂「佔中」，並已作

了最壞的打算。據悉，有旅行社已將推銷暑
假期間往香港旅遊的廣告抽起。站在旅客的

角度，旅遊不一定要來香港，可以選擇到其
他地方。若香港真的發生「佔中」，其他地
方也有可能將香港調高至黑色旅遊警示，屆
時香港可能因此而付出代價。
胡兆英透露，自上月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

後，鄰近競爭地區，如新加坡傳媒將事件放
大，有海外旅行社隨即向議會查詢，關注
「佔中」情況。今年也有數據顯示，本港酒
店訂房爆滿的情況比往年慢，相信受最近本
港政治不穩而影響。
他估計，來港參展的商務客群是最受影響

的一群，認為暑假期間，香港旅遊業因「佔
中」而受到的影響，將難以估計。

泰動盪拖垮旅業 前車可鑑
胡兆英又以泰國為例，數月前因政治動盪

而拖垮當地的旅遊業，雖然港府對泰國調低
至黃色旅遊警示，但泰國現時只恢復去年同
期的60%至70%，相信要完全恢復當地的旅
遊業仍需要一段時間。因此，他不希望因
「佔中」而影響本港旅遊業。

■■梁振英今日將正式向人大常梁振英今日將正式向人大常
委會提交政改報告委會提交政改報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中中))
今日公布小組首今日公布小組首
階段的公眾諮詢階段的公眾諮詢
報告報告。。圖為圖為「「政政
改三人組改三人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改三人組政改三人組」」出席香港新界出席香港新界
區政改諮詢會區政改諮詢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