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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委會權力 不可被削弱繞過
CY解釋無明確否定「公提」重申普選特首須依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呈交人

大常委會的報告及「政改三人組」的首階段諮詢報

告於昨日公布，但兩者均未有明確否定反對派鼓吹

的「公民提名」。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解釋，報告

是將政府過去幾個月收集的意見歸納，並非要選擇社會上的

政改建議，但重申特首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

落實。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補充，任何可能繞過或削弱提委

會擁有專屬提名權的方案，都難以符合基本法。

梁振英昨與「政改三人組」舉行記者會，介紹兩份報告的內容。他在
回應自己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中沒有明確指出「公民提名」是

否合法時指出，政改諮詢報告是政府過去幾個月收集的意作歸納，並將
之巨細無遺表達出來；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主要是建議2017年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可以在基本法附件一的層面作進一步修改。

不判斷社會對基本法人大決定演繹
梁振英強調，兩份報告的目的並非選擇社會上收集到的建議，也非就
社會人士對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演繹作出判斷。
被問到報告提及的「主流意見」、「多數意見」，是否會向人大「特
別推薦」，梁振英強調，兩份報告並非向人大推薦任何方案，或對基本
法的規定作任何演繹，報告的寫法客觀，「並不是我們提出哪個方案是
應該被人大常委會採納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在出席立法會內會特別會議時，回應民建聯議
員何俊賢質詢為何不在報告中否定「公民提名」時指出，諮詢報告只能
符合首階段公眾諮詢目的，是為特首啟動「政改五步曲」內的「第一步
曲」作準備，如實歸納5個月諮詢期內的意見，目前並不適合特別評價、
否定或推薦一個建議。不過，她強調，特區政府有責任提醒政改討論須
於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作基礎，才有機會落實普選。
林鄭月娥其後在記者會補充，政府在諮詢期內，聽到不少本地、內地

的法律專家的意見，指「公民提名」是難以符合到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提名委員會有專屬的提名權的安排。

袁國強：繞過削弱提委會違法
袁國強則在記者會上強調，兩份報告如實歸納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
包括「公民提名」，但特區政府的立場，除了要考慮政治和運作層面，
也要顧及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任何可能繞過或削弱提委會擁有專屬提名
權的方案，都難以符合基本法。被問及大律師公會認為應考慮將「公民
提名」的元素融入政改方案，袁國強表示，如何在符合基本法下，令提
名委員會有「廣泛代表性」，需要探討。

譚志源：沒肯定否決「公民推薦」
至於「公民推薦」是否可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記者會上
指出，政改的基本的原則只得一個，即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中，在提委會的
實質提名權不被削弱或繞過這大前提下，政府歡迎有不同的提名程序方
式，而「公民推薦」一如其他提名程序的建議，政府沒有肯定或否決。

建制派：應指出「公提」違法
特首梁振英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政改報告，

以及特區政府政改首階段公眾諮詢報告中，都列
出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已明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
提名委員會，其提名權不可被削弱或繞過。有建

制派昨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認為特區政府應於報
告內如實交代「公提」違法。

何俊賢：應如實交代免爭論
民建聯議員何俊賢指，「政改三人組」於諮詢期內多次表明

「公提」不符合基本法，但報告沒有清楚交代這點，認為特區
政府應於報告內如實交代，避免港人再陷入爭論當中。他又認
為報告如外界所指「講少句當幫幫忙」，但求四平八穩，避免

神經比較緊張的人提前「佔中」。

黃國健：有些人攬住「公提」唔放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批評有些人「攬住『公提』唔放」，又指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開場發言中，提及「一些在法律、政治和實
際操作上均難以得到落實的建議」，詢問建議是否指「公提」。

梁美芬：應疏導民意達共識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認為報告要令各方盡早了解不同，而有意

見指應該有「公提」，但「違反基本法就拉倒㗎嘛」，認為政
府應主動些將法律及政治現實講出來去疏導民意，從而達成共
識。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曲解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聲稱特首普選要符合所謂「國際標
準」。特首梁振英昨強調，倘普選方案的
「國際標準」，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最後都是要跟基本法和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則指出，聯合國公

約指的是國家級選舉，香港作為地方區域
的選舉不能相提並論。
梁振英昨在政改報告記者會上，被問到

「國際標準」是否政府推出具體方案的考
慮要點時，強調倘普選方案的「國際標
準」，不符合基本法或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都是要跟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他又質疑有人只是說「國際標準」，
但又無指出何謂「國際標準」。

林鄭：地方政改勿相提並論
在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民建聯議員蔣麗芸指社會有很多聲音聲稱
要求「真普選、無篩選」，質疑何謂真普
選及是否存在「國際標準」。
林鄭月娥回應說，「真普選」是要切切

實實落實到的選舉辦法，令選民可一人一
票選特首，而政改最重要是基於基本法及
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如果偏離基本
法、拋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離開普選的
目標只會越來越遠。
她續說，聯合國的相關手冊對於每個公

約國如何落實要求，都表明要考慮地方的
文化、歷史、經濟等，而且聯合國指的是
國家級選舉，但今次香港政改所談及的是
一個地方區域的選舉，不能相提並論。
在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工

業界（第二）議員林大輝認同特首須愛國愛
港，並詢問林鄭月娥若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制訂政改方案，是否可以確保選
出來的特首愛國愛港，並帶領香港發展。
林鄭月娥回應說，特首要愛國愛港反映

在基本法的條文中，包括其的職責、任命
及與中央的關係，而選舉方法中有提名、
普選、中央任命3個步驟，經過提委會、
選民及中央判斷，可確保特首愛國愛港，
否則中央就不會任命。

提問踴躍 兩度「加時」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下午5時
與「政改三人組」在政府總部舉
行記者會，原定約45分鐘的記
者會，因傳媒提問踴躍，需要兩

度「加時」。

「望左望右望中間」方便拍照
在昨日記者會，梁振英甫進場即「醒目」地
詢問攝影師，是否需要先拍照，然後與「三人
組」拿着兩份黃色封面的報告，帶領「三人
組」「望左、望右、望中間」，提供全方位角
度給在場逾百媒體拍攝，非常細心。

記者會由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主持，梁振
英與「三人組」回答9條題目後，已近45分
鐘，但由於現場傳媒反應熱烈，梁振英遂應
要求多答兩條問題。其後又有英文傳媒記者
表示，政府可否多答一條英文問題，梁振英
亦「來者不拒」，最終記者會約一小時結
束，共12人獲提問機會。
此外，當局在政總記者會現場展示了41份

政改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書，詳列不同政
黨、團體或人士的政改意見，亦有18區區議
會討論政改的會議紀錄摘錄，供傳媒查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續爭取議員與中央溝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今年4月曾安排全體立法會
議員訪問上海，與負責政改的中央及相關部門官員交流。被問到會否再
次「撮合」中央和反對派討論政改，梁振英昨回應說，他和特區政府會
繼續努力，爭取種種不同的場合、時間，讓中央負責香港事務及政改的
官員，能夠跟社會各界繼續交流和溝通。

溝通很重要 積極創機會
梁振英昨在記者會上表示，他和特區政府在數月前花了很大努力，
「撮合」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海跟3位中央官員見面，就政改問題交換意
見，他認為會面有用，雖然有部分議員自願放棄這個機會，令人可惜。
他續說，雖然諮詢期已經結束，但政府在未來一兩年時間，他和特區
政府都會繼續努力，爭取種種不同的場合、時間，讓中央負責香港事務
和政改的官員，能夠跟社會各界繼續交流和溝通，包括反對派人士。
梁振英強調，溝通十分重要，因為政改不單是香港社會事，亦需要人大
常委會批准。他特別指出，社會上有人混淆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指附
件一是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需要人大批准，而非單是備案。
他續說，為了爭取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大多數票通過，以及爭取人
大常委會批准，他和特區政府很願意繼續積極創造機會，讓中央有關部
門跟立法會議員及其他界別人士，多作溝通。
被記者問到一旦政改原地踏步會否辭職。梁振英回應說，任何一個人

做行政長官，都需要根據基本法規定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做好政改工
作，不相信有人可不跟隨有關規定，而能夠爭取到人大批准修改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

林鄭：盡量收窄分歧尋共識
領導「政制諮詢專責小組」的林鄭月娥笑言，政改方案最終是否被接

納，除了要符合法律，政治上也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才能完
成政改「五步曲」。她表示，專責小組主要職責是將市民包括立法會議員
的意見，向中央反映，亦按諮詢收到的意見與議員磋商，盡量收窄分歧，
尋找共識，從而在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三人小組會非常用心做好工作。

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
在 5 個月政改首階段諮詢
中，馬不停蹄地透過不同渠
道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以

開放、兼聽、務實的態度，聆聽各界意
見。為直接聽取市民意見，專責小組聯同
相關的政治委任官員及公務員共出席了
226 場諮詢及地區活動，最終接獲約
124,700份來自不同團體和人士的書面意
見，數目是上一次政改諮詢的兩倍半。

開放兼聽務實聆聽意見
領導「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昨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表
示，去年12月4日，特區政府就特首及立
法會兩個產生辦法正式展開為期5個月的
諮詢，為行政長官啟動是否修改兩個產生
辦法的憲制程序作準備。在諮詢期間，政

改專責小組透過不同渠道進行廣泛的公眾
諮詢，以開放、兼聽、務實的態度，聆聽
各界意見。

她續說，在5個月的諮詢期內，專責小
組聯同相關的政治委任官員及公務員，共
出席了226場諮詢及地區活動，包括立法
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18區區議
會的會議及多次與立法會不同黨派及議員
會面，直接交流對政改的意見，並走入社
區，直接聽取公眾及地區人士的意見。

在諮詢期內，「政改三人組」共收到約
124,700份來自不同團體和人士的書面意
見，數目是上一次政改諮詢的兩倍半。
「我感謝相關的政府同事籌劃各式各樣的
諮詢宣傳活動，讓廣大市民更了解基本法
的相關內容及兩個產生辦法的重點諮詢議
題，並且專業和客觀地處理和分析大量的
書面意見，協助專責小組完成這次諮詢工

作及撰寫諮詢報告。」

冀「你有份我有份實現普選」
林鄭月娥坦言，在整個公眾諮詢裡面，

她感受最深的，就是市民普遍非常熱切期
盼能夠在2017年以一人一票去選出這位行
政長官，「好像我們其中一個政改宣傳片
所說，能夠做到『你有份、我有份，大家
把握機會，一齊實現普選』。」專責小組
往後會繼續聯絡各界，收窄分歧、凝聚共
識，把選票能夠在2017年交到合資格的
500萬名選民手上。

梁振英昨日則在記者會上表示，特區政
府5個月的諮詢期，有兩個主要成效，第
一是引發全社會對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修改的廣泛討論，因為在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中，沒有具體方案，經過幾個月的討
論，很多好意見和建議都被提出。第二個
成效是讓特區政府收集意見，形成兩份報
告，完完整整地交給人大常委會，讓他們
考慮及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三人組」諮詢226場 獲12萬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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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即時向中央反映七一遊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
振英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中提到，有
不少團體及市民在諮詢期後，透過不同方
式表達意見或訴求。被問到報告內為何沒
有明確提及「佔中公投」及七一遊行，是
否「選擇性」接收或反映意見時，梁振英
回應指，七一遊行後，他已即時向中央反
映市民意見，但強調普選必須依法。

如實反映「公提」惟須依法辦事
梁振英昨在記者會開場發言中指出，

在政改首階段諮詢期過後，有不少團體及
市民透過不同方式及途徑表達對落實普選
特首的訴求，特別是在提名程序問題上，
有相當多的市民在諮詢期結束後，透過參
與遊行和民間的投票活動，表達要求容許

「公民提名」特首候選人等立場。
他指出，不少團體及市民透過參與遊

行和民間的投票活動，表達對「公民提
名」的立場，特區政府對此充分了解，已
即時向中央如實反映，但強調既要考慮不
同訴求，亦要依法辦事，政改必須符合基
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

警清場按現場判斷 非中央要求
被追問是「有51萬人遊行」後向中央
反映，還是向中央反映之後就有511人被
捕，梁振英強調，執法完全是香港警方的
工作，警方執法及拘捕多少人，是根據警
方在現場的判斷而執行，並非中央政府要
求香港警方執法及拘捕。警方完全是根據
香港法律來履行職責，嚴肅維護香港法紀

及治安。
就特區政府昨公布的政改及諮詢報告，

多次以「主流意見」、「較多意見」、
「普遍認同」等字眼引述各界意見。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解釋，跟前兩
次政改諮詢一樣，政府不會量化政改意
見，但在個別情況下，如果有數字的量
化，特別是民意調查方面，政府在諮詢報
告內都有較大篇幅列舉出相關數字。
他續說，報告內的字眼是描述性

（qualitative）的，因為政改如此複雜的
議題，倘純粹用簡單的數字去分，未必是
對提交意見的朋友或團體公道，而在整理
複雜、多元的意見時，現時的處理方法比
較適當，亦與過去的方法相若。
譚志源坦言，政改意見十分複雜，即

使有些意見是「小眾」或「少數」，但都
值得社會討論和關注，對下一階段討論具
體方案時亦有幫助，也期望做到「海納百
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公民提名」
的問題，在特首呈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指出，「有一
些團體和人士提出其他提名門檻和提名程序的建議，
當中包括在提名委員會之外引入『公民提名』、『政
黨提名』等建議。」
在首階段諮詢報告中提到，「有意見提出『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等，但同時有意見認為此等建議
難以符合基本法。另外，亦有意見提出可引入『公民
推薦』作為提名程序的一部分。」在總結部分提到，
「有一些意見提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等作
為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程序的一部分，而提名委員會
『必須確認』經『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的人
士。有不少團體和人士，包括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
會，指出包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的方案都難以符合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要求。與此同時，雖然有意
見提出可引入『公民推薦』作為提名程序的一部分，
但亦有意見質疑『公民推薦』的實際可行性。」

報告如何講「公提」？■■梁振英昨與梁振英昨與「「政改三人政改三人
組組」」舉行記者會舉行記者會，，介紹兩份介紹兩份
報告的內容報告的內容。。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