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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樂見政改邁「第一步」
批「公提」不合基本法 籲理性務實凝聚共識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昨日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呈交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應否進行修改的

報告，「政改三人組」也公開了首階段政改諮詢報告，總結了各界

意見。香港社會各界表示，樂見特區政府啓動政改「五步曲」中的

第一步，而報告已全面如實反映社會各界的意見。他們批評「公民

提名」等不符合基本法規定，期望港人未來集中精力，未來繼續把

握時機發表意見，理性務實地凝聚特首普選的共識方案。

唐英年：提委會角色不可或缺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昨日估計，全國人大常委會在8月下旬回覆時，或會決定
否定沒有提委會的方案，「人大常委會會進一步確認提名委員會的角色，是不
可或缺的角色，它會寫民主程序如何才是有一定的代表性。我相信這些元素會
寫清楚，在作出決定後，可說是來真章了。（我）希望大家能更務實地履行大
多數香港人都希望達到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意願。」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高敬德表示，兩份
報告全面公正地反映了全港市民的聲音，並認同政改諮詢報告中提到主流意見認
為應該依法而行，提名委員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擁有實質提名權，以體現集體
意志。任何繞過、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方案都不符合基本法。

高敬德冀各界良性溝通求同存異
他期望特區政府再接再厲，繼續與各界保持良性的互動和溝通，求大同存小

異，凝聚共識，及在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基礎上，多聽取意見，適當擴大選民基
礎，加強選民的代表性。香港中華文化總會近400個會員社團，75,000多名會員
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在2017年普選出愛國愛港的特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認為，有關報告做到全面、如實地歸
納了建制派及反對派的意見，包括納入「公民提名」的意見。他認為，在人大
常委會8月底作出決定後，香港社會各界在下一階段的政改討論中，應進一步就
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等作出深入討論。

王敏剛批反對派誤導市民難聚焦
他又批評，「反對派常說要爭取『真普選』，但他們從未講過具體可行的方
案，事實上全球沒有劃一的國際民主標準，只有民主原則，希望他們不要再以所
謂國際標準或鼓吹『佔中』等誤導市民，令政改難以聚焦。」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指出，報告充分反映了「政改三人組」在過去5個月收
集到的意見。整體而言，社會的主流看法，就是政改必須依法辦事，在基本法的
框架內落實，而坊間提出的「公民提名」，已超出了法律框架。

劉兆佳：報告無遺漏或刻意隱瞞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特首報告及諮詢報告寫得不錯，沒有遺
漏或刻意隱瞞一些重要的意見，相信只要報告能避免被批評存在偏頗，沒有引
起即時衝突，已算是達到政府原來目標之一。
他並認為，反對派陣營意見分歧，兩份報告能否暫時緩和社會氣氛亦很難

說，不排除會有團體希望發起大大小小的抗爭行動，試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施
壓。但他重申，報告雖無明確否定「公民提名」，但「公民提名」可能會產生
對抗中央的特首，中央不可能接受。
民建聯昨日發聲明，指有關報告已如實及全面地反映社會各界對於政制發展

的意見。報告對社會多項意見都能作歸納及結論，包括社會普遍殷切期望能於
2017年落實普選、社會普遍認同普選特首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進行，及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等，又同意毋須修改
基本法附件二。

陳婉嫻：預留空間讓各方續討論
工聯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樂見報告預留不少空間，讓社會各方繼續

討論，有商有量，又希望特區政府未來成立一個平台，讓各方不同意見「走埋一
齊」，避免各說各話，以縮窄分歧，向中央表達更清楚的意見。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對政改踏出「五步曲」的第一步。報告中肯地包括

了不同黨派及人士的意見，希望各界利用未來時間達至共識：「行得第
一步，（未來）能凝聚共識。」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表示，未來應實實
在在沿着基本法的框架提出可行意見。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則認
同，報告指出提委會是唯一提名機構，有助討論聚焦。

葉太：報告全面詳實仔細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形容，報告全面、詳實、仔細，相信特區政府做

了很大努力，包涵了社會上表達的不同意見，又認同暫不處理立法會產
生辦法修改，因要落實普選特首工作已十分艱巨。
立法會工業界議員林大輝指出，報告部分內容和分析或和個別人士的

期望有落差，希望他們能夠冷靜、理性、克制地去面對，毋須過分反
彈，因為大家仍然可以繼續提供意見，不應做出一些激烈的對抗性行
為，「佔中」只會為政改推動增添更多障礙，相信所有追求繁榮安定的
市民普遍都不會認同此行為，希望大家齊心、求同存異去成就這件好事
和大事，以免普選「胎死腹中」。

三丑搗亂圖擲物被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

改三人組」在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
別會議上介紹政改首階段報告，反對派
不但在場內大呼小叫，社民連主席「長
毛」梁國雄等更試圖衝向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並投擲物件，幸被保安阻止。

毛孟靜瘋叫被梁君彥警告
在昨日會議約半小時，林鄭月

娥表明「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
法時，梁國雄立即站起，聲言不
滿對方在政改問題上「一錘定
音」，並用手上的玩具鎚打爛鳥
籠，更衝出座位試圖向林鄭月娥
投擲該些道具，被立法會保安制
止。內會主席梁君彥下令將梁國
雄驅逐離場，公民黨議員毛孟靜
即在坐位上大聲呼叫，被梁君彥
警告。
「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在會

議期間也發難，大叫「假報告、
假諮詢」，並走出座位，在林鄭
月娥面前撕毀報告書，同樣被梁

君彥逐出會議廳。在會議即將結束時，
另一名「人力」議員陳志全就手持一大
一小的道具鳥籠，衝出自己的座位，高
叫要有「真普選」，也被驅逐離場。陳
志全被保安攔腰抱起時，不斷向前蹬腿
掙扎，更將手上的鳥籠擲向地面。
在會議結束之時，在公眾席旁聽的

「學民思潮」成員黃之鋒、周庭、黎汶
洛等突然站起，向林鄭月娥倒豎姆指並
高叫要求與林鄭月娥對話。反對派其他
議員也在會議末段一起站立，高呼「真
普選、無篩選」，梁君彥宣布休會。
梁國雄被逐後聲稱，「公民提名必不

可少」，只有「佔中」和「五區公投」
才能「彰顯民意」，目前就要作好準
備，啟動行動日程，包括發動罷課、少
交稅款等。陳偉業則稱，如有任何團體
提早「佔中」，「人力」會提早參與，
更不排除會聯同小型團體，組織較小規
模的「佔中」。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民協議員

馮檢基在會後聲稱，他們對兩份報告不
但沒有講清楚香港市民要求「真普選、

無篩選」，更暗示將來的特首選舉會
「有篩選」，2016年立法會選舉更「原
地踏步，毫無改進」，並對此「感到憤
怒」。倘立法會選舉無改進，2017年特
首普選不獲通過，特區政府將「自嚐惡
果」。
「真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昨日

聲稱，政府無積極回應「多數」巿民
對「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特首
候選人的期望，甚至有矮化傾向，而
提名委員會沿用選委會四大界別，是
典型的「篩選」，「不能接受」，並
感到「遺憾和失望」。「真普聯」擬
於下周三與民主黨、「民陣」、「佔
中」行動和學界商談未來「合作」，
倘人大常委會8月的決定表明2017年
特首選舉「有篩選」時，他們會考慮
參與「佔中」。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則稱，政改諮
詢報告內容不清晰，但未否定「真普
選」及「公民提名」的可能，故暫時不
會觸發全面「公民抗命」。就有團體稱
會先行發動「佔中」，戴耀廷稱，「佔
中」不是他的專利，故不會阻止其他人
發動，但會與有關團體進行「溝通及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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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昨日公布了特首向
人大常委會呈交有關應否修改特

首及立法會選舉辦法的報告，及「政改三
人組」的首階段諮詢報告。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普遍認
為，兩份報告全面、如實總結了諮詢期收
集的意見，並反映了大部分香港市民都認

同必須按照法律基礎推動政制改革，反對
派不應非理性地偏執於「公民提名」及
「政黨提名」，在下一階段應集中精力，
務實理性，聚焦凝聚特首普選的共識方
案。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社會各界在
過去的政改諮詢期內積極反映意見，今次

特區政府的政改報告全面總結了諮詢期收
集的意見，包括有人提出的「公民提名」
等觀點，報告也如實納入，並非如個別人
士在報告未出前，已聲言當局會偏頗不全
面地處理民間意見。
她續指，報告反映了在不同諮詢議題

上，有不同層次的結果，但大部分人均認
同必須按照法律基礎推動政制改革，並認
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毋須基本法附件
二作修改，因為2012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已
經行出了好大步，把功能界別選舉中20多
萬的選民基礎擴展到逾300萬人，由於落
實普選是艱巨的工程，倘特首普選未能先
行落實，立法會普選亦無法實現，故她希
望香港各界先集中精力，在未來聚焦凝聚
特首普選的共識方案。
梁愛詩又說，目前難以預知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收到報告後有何決定，但根據特區
政府先後在2004年及2007年兩次提交政

改報告的經驗，政改制度及程序已經建
立，也愈來愈清晰準確。

饒戈平：「公提」是否違法已有足夠討論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在北京表示，特

區政府提交報告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會決
定是否需要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都有一句話，
就是如需修改，這一個如需，就是由全國人
大常委會來決定要不要修改，這算第二部，
所以它現在遞上來，人大常委會要看了以後
決定是不是同意要修改。」
被問及「公民提名」是否違法的問題，

他表示，過去幾個月已有足夠討論，現階
段不需要再重覆。

劉迺強：持平反映港人不同意願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指出，特區政府的政改報告內容全面

客觀，如實反映出社會各界對落實2017年
普選特首的期望，而當中有提及「公民提
名」及「政黨提名」的意見，也反映「政
改三人組」持平反映了港人不同的意願。
被問及報告指出，港人在某些政改關鍵

議題上立場有不少分歧，他坦言，政改議
題複雜及具爭議性，如今政府能總結報
告，並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
報告，成功啟動政制改革，已經是踏出了
非常不容易的一步，他期望大家未來可以
繼續理性、務實地尋求政改共識。

不應因小撮人非理性 犧牲普選
劉迺強估計，反對派在未來政改討論中仍

然會偏執於「公民提名」及「政黨提名」，
但不應因為這一小撮人非理性的執着，而犧
牲廣大市民落實普選的機會，過往不少民調
亦已反映港人在提名程序問題上，普遍認同
香港必須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法律基礎上，
推動政制發展。他又說，同意報告指普遍意
見認同現時應先集中處理做好2017年行政長
官普選，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毋須對基本
法附件二作修改。

基本法委員：報告全面總結諮詢期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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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
呈交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及「政
改三人組」首輪政改諮詢報告昨日公
布，香港一眾專業青年均認為，報告充
分反映了社會的主流聲音，就是希望能
夠依法落實普選，在2017年以「一人一
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及提名委員會
由四大界別組成，而特首愛國愛港是基
本的要求。他們認為，各界在下一階
段，應通過心平氣和的方式，詳細討論
如何增加提委會的代表性。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席陳仲

尼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兩份報
告反映了香港的主流共識，就是希望能
夠依法落實普選，以一人一票方式在
2017年選出行政長官，這是一個很重要
的訊息。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也是很基
本的要求。
他續說，香港是法治之區，在落實政

改的過程中，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的決定辦事，就是透過提名委員會提
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否則會損害香港的
核心價值。

陳仲尼：提委會組成可增代表性
陳仲尼表示，支持提名委員會由四大
界別組成，以涵蓋社會上不同階層、界
別。不過，社會上對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也有不同意見，希望可以增加其代表
性，大家應繼續提出意見，通過商討達

成可行的方案。

曾智明：須依法 不超基本法框架
全國政協委員、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主席曾智明表示，兩份報告全面反映了
社會主流意見，他支持有關全部內容。
「我們必須依法辦事，不能超出基本法
的框架，『公民提名』或是『政黨提
名』等，都是基本法沒有的，也不是社
會的主流意見。」
他建議，為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代表

性，可研究在目前的四大界別中增加提
委會的人數。政改是一項相當複雜的工
作，應該循序漸進，不斷完善，倘一步
到位就會產生很多不明朗的因素，將對
社會造成嚴重的影響。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范駿華指出，香港

社會普遍認為，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決定的框架進行，任何超出法律框架的
建議都不可行。政改對香港社會未來發展
影響重大，希望各界能平心靜氣，慢慢討
論出一套適合香港的政改方案。

范駿華：循序漸進不應一步到位
他續說，政改涉及的範圍相當之廣泛

及複雜，應該循序漸進，逐步達至理想
的政改目的，太過激進或試圖一步到
位，效果都不會理想。
在提名委員會組成方面，范駿華認

為，香港是多元化社會，各行各業都有

其本身的特色與功能，在社會上有一定
的代表性，在社會發展及穩定上擔當很
重要的角色，故他支持提委會應參照目
前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由4大界別
組成，在進一步增加提名委員會的代表
性方面則可以再詳細的討論。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名譽會長葉振

都指出，報告將5個月諮詢期收集回來
的意見，以客觀、全面及如實的方式全
數反應出來，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包
括提名委員會的組成、行政長官候選人
數目等都沒有任何迴避，而是如實交
代。
他強調，「今（昨）日是一個很重要

的日子，政改五步曲已經行了第一步。
身為香港人，大家都希望可以盡快落實
普選，我呼籲反對派能夠按照基本法及
人大常委的框架，順利落實普選，這是
全港市民最大的願望。」
「源」慈善基金會會長郭永亮表示，

報告內容全面，反映了社會上不同階層
及組群的聲音。他認為，目前選舉委員
會的4大界別具廣泛代表性，提委會應
以此為基礎。
他又認為，特首候選人數目定在2名

至3名內，是配合實際需要的，「這不
是『篩選』與『不篩選』的問題，若太
多候選人，或會有某些候選人以攪局的
心態參選，就會影響到行政長官的認受
性，對特區管治帶來影響。」

■經民聯議員在會後作出回應。 曾慶威 攝

■■唐英年唐英年

■■劉兆佳劉兆佳

■■高敬德高敬德 ■■王敏剛王敏剛 ■■蔡毅蔡毅

■■陳婉嫺陳婉嫺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林大輝林大輝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陳志全搗亂被逐離場陳志全搗亂被逐離場。。
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