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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南下 彰顯中央重視港普選
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親自專程南下深圳，聽取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人
士關於普選的意見，表明中央高度重視香港落實
普選。張委員長強調中央真誠希望香港能在 2017
年如期依法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不僅顯示中央落
實普選的誠意，而且表明中央依法落實普選的決
心不可動搖。張委員長還明確表示，中央對港基
本方針政策不變，進一步增強港人對「一國兩
制」的信心，推動本港社會齊心協力落實普選，
維護繁榮穩定。
正值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就香港 2017 年普選特
首的問題作出決定的前夕，張德江委員長親自南
下聽取意見，這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意義非同
尋常。事實上，中央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非
常重視聽取香港各界的意見。這次張德江分別會
見了特首梁振英及「政改三人組」，以及香港商
會、政黨、社團等多方面的代表人士。在會面
中，張德江在仔細聽取意見的同時，並認真作出
回應，包括普選須符合當地實際情況，須依法辦
事，循序漸進發展民主，「公民提名」不可接
受，以「公民抗命」來爭取民主是街頭政治，等
等。張德江會見各界人士發表的談話，具有重要

大簽名踴躍 「反佔中」民意在噴發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繼續在全港 400
多個街站進行簽名行動，「大聯盟」昨晚
公 布 兩 日 已 收 到 近 38 萬 簽 名 。 事 實 上 ，
「反佔中」行動在短短兩日就取得了數十
萬個簽名，顯示「反佔中」的民意如井噴
式爆發出來。過去由於沉默大多數缺乏發
聲渠道，令到真正的民意未能彰顯。這次
「反佔中」簽名正為沉默大多數提供了一
個發聲的平台，讓香港社會看到「反佔
中」比「佔中」的聲音不知強大多少倍。
「大聯盟」應盡快增加簽名站，便利更多
市民表達「反佔中」呼聲。
「大聯盟」在港九新界設立數百個街站
收集市民簽名。儘管這兩日炎陽炙人，但
大批市民依然頂烈日到各個街站簽名，
不少旺區的街站整日都人流不絕，簽名市
民都要排長龍，為的就是表達他們「反佔
中」的呼聲。從這兩日可見，簽名的人士
遍及老中青，甚至有居港的外籍人士都專
程尋找街站簽名；有不少市民更表示這次
是他們第一次參與簽名，原因是不滿「佔
中」以廣大市民的利益作為政治籌碼，公

指導意義。
「2017 年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已成為本港
社會的最大共識。依法辦事則是如期落實普選的
前提，是不可逾越的法律底線，這也是政改報告
反映的主流民意。張委員長表示，中央真誠希望
香港能在 2017 年如期依法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希
望各界人士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基
礎上，理性討論，凝聚共識。顯然，如期依法普
選，是中央與港人的共同願望。張委員長強調依
法普選，顯示任何不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方
案，中央都不可能接受。
中央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後，反對派大肆
抹黑，指「中央重新制訂『一國兩制』框架，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名存實亡」。實際上，
白皮書正本清源，釐清本港社會一些人對「一國
兩制」方針政策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並非中
央改變對港方針政策。張委員長此次特別強調，
中央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沒有改變，是向港人派
「定心丸」，消除港人對白皮書不必要的疑慮，
有利於繼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沿正確的軌
道向前發展。
（相關新聞刊 A1 版）

然癱瘓中環置市民福祉於不顧，於是利用
簽名機會向「佔中」搞手表達不滿，希望
他們不要與民意為敵。
與所謂網上投票相比，由市民親身前往各
個街站簽名，所表達的民意才真實可信，更
加堅實。「大聯盟」的工作人員在市民簽名
前，需要核實其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要求
市民不要重複投票。「佔中公投」進行了 9
日，但到實體票站投票的只有 7 萬人。比較
而言，「反佔中」簽名頭兩日已有 38 萬個簽
名，是「佔中公投」的 5 倍有多，打破了全
港有史以來的紀錄，說明社會上「反佔中」
的民意遠遠超過支持「佔中」的民意。過
去，沉默大多數由於沒有渠道發聲，讓一些
人肆意將民意扭曲騎劫。現在「反佔中」簽
名行動甫開始，民意已經如排山倒海般傾瀉
出來，在社會上形成了強大的「反佔中」聲
勢，將對「佔中」形成巨大的民意壓力。為
了方便更多市民參與，「大聯盟」應繼續在
各區增設簽名站，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區，應
安排人手設站，讓所有人都有機會表達「反
佔中」心聲。

市民機場示威 怒斥陳李「港奸」
抗議尋外力介入港事務 憂阻普選促勿再「告洋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禍港
四人幫」中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鉻，早前出發到英
國「告洋狀」，聲言國務院「一國兩
制」白皮書削弱香港高度自治，試圖引
入外國勢力向中央政府施壓。然而，英
國國會議員不為所動，並要求兩人提出
中央收緊對港政策的實質證據，兩人最
終碰了一鼻子灰，狼狽返港。數十名市

▲陳方安生遇示威者，「頭耷耷」迴避。
黃偉邦 攝

民不齒兩人賣港行為，昨日趁兩人回港
期間到機場示威，怒斥兩人「港奸」，

◀市民在機場抗議陳方安生與李柱銘「賣
港」。
黃偉邦 攝

要求他們停止再到外國「告洋狀」。
特區政府公布政改報告出爐之際，陳方安生
在與李柱銘前往英國，展開其賣港之旅，先後

與英國副首相克萊格等官員會面，更出席英國議
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辦的公聽會，最後被議員連
番質疑言論是否屬實。
兩人一再賣港，令港人相當不滿。昨日有約 50
名市民，到機場抗議，不滿兩人尋求外國勢力介
入香港事務，痛斥兩人是「港奸」，反中亂港、
賣港求榮，又擔心會引起中央反感，影響香港未
能在2017年落實普選特首。

逢政爭必赴外國「唱衰」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禍港四人幫」
中的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日前到英國「告洋狀」，卻被當地國會議員連番質疑其
「香港高度自治正在削弱」的說法是否真實，最終頹然
返港，卻死撐成果豐碩。香港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批評，
兩人在英國慘遭冷待，碰了一鼻子灰，卻未有因此汲取
教訓，仍然死性不改，甫回港便大肆批評國務院的「一
國兩制」白皮書，只是為反對而反對。

陳勇：言論連自己也說服不到
港區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昨日接受本
報訪問時批評，兩人指 Chatham House 的駐港高級顧問
研究員 Tim Summers 的報告不能代表 Chatham House，
若按此邏輯，兩人並沒有得到全港市民的授權，根本不
能夠代表港人，竟厚顏跑到外國說三道四。陳勇表示，
香港政改早有基本法規定，希望兩人能夠細心研究有關
條文，不要「斬件」誤解內容，「香港就如一條船般，
負責掌舵的人，除了有優良的技術外，亦要保證他不會
任性撞山，必須向700萬人負責。兩人的言論，連自己也

李柱銘又聲稱，總理李克強早前訪英與英國首
相卡梅倫會面，相信談及不少經濟的合作，明白
到英國政府希望加強與中國貿易關係，又稱今次
訪英期間，不少當地傳媒都希望英國政府能跟進
香港落實普選及民主化的情況，相信英國政府已
感到壓力。他還為自己尋求外力介入香港事務開
脫，指自己對此指責感到很奇怪，認為英國是中
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難道沒有責任跟進香港
情況？」
陳方安生又聲言，明白中英貿易及文化等關係
愈趨密切，「但不應因而犧牲香港的利益。無論
在道義及法律上，英國有責任確保中英聯合聲明
及基本法得以落實」云云。

兩人喝罵聲中落荒逃

英委員追問 陳認純粹亂測

記者會後，兩人步出政府貴賓室時，遭在場
市民喝罵「港奸」，陳方安生低頭不語，李柱
銘強顏歡笑，兩人都在一片喝罵聲中落荒而
逃。

在不足 50 分鐘的公聽會上，11 個委員會成員中
僅得 6 人出席，其間陳李兩人就「一國兩制」白皮
書、2017 年普選及港人言論新聞自由等問題上作
出「控訴」，還公然乞求英方介入。 但是，委員

是港人和中國人的事，而非由外國人的意見加入，兩人
舉動只會適得其反，得不到港人認同。

張學明：港政改屬中國內政
鄉議局副主席、行政會議成員張學明認為，香港政改
屬中國內政，兩人行為猶如對外「乞求」，他對此表示
不滿。

陳鑑林：口硬厚顏「賣國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指出，兩人在英國碰到一鼻
子灰「瘀到痺」，返港後竟然睜着眼說謊話，形容今次
行程如何成功，又繼續批評白皮書內容，簡直口硬及厚
顏，為不折不扣的「賣國賊」行為。他說，Chatham
House為英國主要的智囊組織，很多英國政要都採用該組
織的資料，具有一定份量，兩人為了出賣港人，不惜扭
曲事實，實在令人氣憤。他希望兩人能夠接受現實放棄
賣港，不要本着「不搞亂香港不肯罷休」的心態。

陳克勤：適得其反失港人認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亦指，香港政制議題從來都

碰到滿面灰 陳李狼狽返港

「禍港四人幫」的陳方安生及李柱銘，日
前跑到英國唱衰香港、向英國政府施壓不
成，反被冷待，出盡洋相。多名英國國會議
員連番質疑兩人抹黑中國政府及「一國兩
制」白皮書的「作供」，揶揄他們的所謂
「控訴」純屬「猜測」。其間，陳方安生被
英國議員，以蘇格蘭在英國議會授權下才能擁有
自己的議會為例，說明香港的高度自治由中央授
權，而法官愛國是必然的要求，並引用英國皇家
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的報告，反駁
陳李的一派胡言，最後兩人碰到滿面灰，狼狽返
港。
陳李是次赴英，試圖拉攏英方就香港的政改問
題向中央施壓，不過，一心赴英「告洋狀」的陳
李，似乎對（Chatham House）的權威報告懵然不
知，當國會議員在外交事務委員會公聽會上引述
報告質疑兩人的供詞時，陳李這兩位反對派老手
都大感錯愕，窘態盡現。

求外力遭指責 李竟稱奇怪

說服不到。」

■李柱銘
李柱銘((左)竟表示
竟表示，
，自己尋外力介入
香港事務遭指責感奇怪。 黃偉邦 攝
香港事務遭指責感奇怪。
未被陳李的「陳情」打動，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
員會主席，質疑陳方安生所指「中央控制提名委
員會」的說法，反問「這是北京已經做的，還是
即將做的？」陳方安生在追問下，只能直認純粹
是她亂測：「恐怕」中央已經做了。
英國議員又指，白皮書並沒有說法官是治港
者，白皮書亦非法律文件，不會影響基本法的條
文，而效忠國家亦不會影響法官的判決。議員進
一步引用 Chatham House 的報告指，基本法是全
國性的中國法律，而中國其他地方並非採用香港
普通法，北京的確擁有最終解釋權。
■記者 鄭治祖

王國興：續死撐冇市場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兩人言行及所作所為
實在可恥，指出香港每次遇到政制爭拗時，兩人便會跑
到英、美「告狀」，邀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還不斷發放一些失實的言論：「其實國際已經對白皮
書，已經有了很中肯的評論，指出中央並無違反中英聯
合聲明。」他認為，目前只是兩人仍然死不悔改、繼續
死撐，根本已經沒有市場，只會令廣大市民認為他們為
反對而反對，沒有任何實質、具見地的建議。

周融：英國會小組不以為然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形容，兩人在訪
美加的行程中獲美國副總統拜登接見，「待遇算是不
錯」，但訪英可謂碰了一鼻子灰。他指，兩人抵英或以
為可得到很大同情和支持，但僅獲英國國會特別小組會
見，而小組都對兩人對白皮書的意見不以為然。

網民恥笑：愚不可及

載「瘀」而歸

市民林先生直斥，每當有政治爭拗，陳方安
生與李柱銘就立即跑到外國「唱衰」香港，今
次更「出聲」要求英國干預香港的事務，實在
令人憤怒，於是自發出席，表達自己心中的不
滿。
昨日兩人回港的記者會上，有傳媒引用被譽為
英國政壇御用智庫的 Chatham House 的評論報
告，指白皮書並沒有顯示中央對港政策有變，而
英國對港半年報告亦指中國並沒有違反中英聯合
聲明，質疑他們視若無睹，涉嫌以失誤言論誤導
國際社會。
被傳媒連串追問下，陳方安生「發惡」要求
記者：「你指所言非實，你拿出證據來，邊到
無事實根據，我們所說，全部都有事實根
據。」她聲言撰寫報告的 Chatham House 駐港
高級顧問研究員 Tim Summers，只代表個人意
見 ， 非 代 表 Chatham House， 稍 後 將 會 約 見
Tim Summers。李柱銘則指 Tim Summers「唔夠
班」，雖然「識少少中文」，但對很多東西都
不明白。

政界促陳李棄「亂港心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方安生夥同李柱
銘，早前跑到英國，向英政府施壓不成，反碰到一鼻
子灰。對於兩人的「賣港」行為，網民均恥笑他們執
迷不悟，愚不可及。
網友 MICMIC_2ND 發貼指：「陳方安生好好笑，
將未經證實的一面之詞的 cyber attack 和公司抽起廣告
等擺上聽證會。」東方紅就稱：「呢啲咪幼稚囉，其
實，佢一向都冇乜點做得好，俾啲垃圾傳媒捧一捧，
就以為自己真係掂，呢類人，響港英時代有好多，第
一個就當然係民主阿婆(陳方安生)。」
hwwong：「陳港奸真係識講笑， 想英國佬出手動
員國際跟進聯合聲明， 除非有好大着數喇…… 想賣
港也要懂得交換條件才行啊……陳李兩隻大港奸有什
麼條件啊……得個老作口號，英國佬那會人頭豬腦上
當啊？」
守法者：「真的想不到什麼形容詞去形容他們。」

「英國會議員都覺佢哋無聊」

tkinwong：「英國自己都大把問題搞唔掂，蘇格蘭
又話要走人，起航母都要四圍搵錢，仲有什麼精力理
香港，我諗啲國會議員都覺得佢哋無聊。至於外交，
英國的核心利益是在歐洲。陳太為官多年，都唔知
『不排除』是官話嗎？」
水裡月：「李柱銘威到代表埋英國政府添，宜家英
國佬都唔想理你個傻佬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