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姐：反對派商政改不應預設條件

爭論「應否愛國」令人不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
頒布的「一國兩制」白皮書，將司法人員
列為須愛國愛港的治港者，引起了香港社
會的討論。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
詩昨日坦言，愛國與司法獨立並不對立，
她對有關內容引發爭論感到「出奇」，
「我相信任何地方的公民都不需要討論應
不應該愛國。」
「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提到，行政長

官、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法官都是治
港者，應該要愛國，反對派就聲稱要求法
官愛國是「蠶食司法獨立」。梁愛詩昨日
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她對法官要
愛國的爭議感到出奇，「我相信任何地方
的公民都不需要討論應不應該愛國。」

要求法官效忠中國無問題
她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故要

求香港的法官效忠中國並無問題，且法
官在上任前的誓詞，已經包括了愛國的
內容，「我們沒有要求外國人愛國，但
如果你做法官又作出誓詞，你是否應該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呢？」
梁愛詩指出，愛國的要求不高，只要

不損害香港以至國家利益，依照法律及
專業知識判案就可以，「我看不到白皮
書有任何一句要求法官不要這樣做，其
實愛國與司法獨立及獨立審判，並非對
立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最快下月底就政改具體框架拍
板，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
強調，民主發展並非一步登天，認同
2017年普選特首應該「袋住先」，日後
再改善制度，並呼籲反對派沒必要違法
「佔中」爭取普選，在與中央會面討論政
改更不應預設條件，否則溝通會有困難。
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上周末在深
圳會見了政界人士及商會等不同團體，體
現了中央兼顧各階層利益的原則。她希
望，反對派能拿出誠意討論政改，並相信
只要反對派不預設條件，特區政府都會盡
力促成他們與中央有關官員會面。
她說：「任何溝通雙方都要有誠意，
如果見面要設置條件，要指定哪個地方、
甚麼方式，這樣見面沒有意思。當然大家
有自己立場，如果公開時大家都會堅持立
場，變了無法達成任何妥協，所以任何談
判都是閉門進行的。」

法律原則不能妥協
梁愛詩強調，政治需要妥協，但一些

法律原則不能妥協。基本法是香港憲制性
文件，基本法第十一條講明立法機關通過
的法律都不能與基本法有牴觸，故港人無

論爭取甚麼都必須遵從基本法的框架，例
如特首候選人提名權只是授予提名委員
會。
她續說，2007年人大決定表明，特首

提名委員會組成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當中
的「可」字是應該的意思，即應該參照，
不可太天馬行空，但大家仍可以在提委會
組成和提名程序等，商量出可接受的方
案。而普選並無所謂的「國際標準」，普
選的標準就是普及而平等，每個國家及地
區的情況不一樣，不可能要求所有國家及
地區都採用同一套選舉制度。
梁愛詩慨嘆，可惜的是，有些人根本

不接受「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原則，正
如英國智庫Chatham House所指，有關
的政制爭拗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
題。

認同「袋住先」逐步改善
梁愛詩在訪問中又認同，有人說2017

特首普選方案「袋住先」的說法，因為一
人一票令大家都有參與權已經是很大收
穫，提委會組成和提名程序等可以慢慢改
善。今年3月，張德江委員長在會見港區
人大代表時已指出，香港普選並不單純關
乎選舉問題，也關乎「一國兩制」正確實
施、國家主權統一安全，及香港的長治久

安，因此中央考慮香港問題時有所顧慮是
可以理解的。
被問及人大常委會倘否決「公提」，

或有可能引發「佔中」時，梁愛詩強調，
現在並非有一個高壓政府，令市民無法表
達意見，相反，在人大決定後，特區政府
會再諮詢，屆時大家都可以提意見，無需
要用違法方式爭取權利。
另外，就反對派聲言，只要修改基本法

即可引入「公民提名」，她說，修改基本
法的權力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香港
提請修法亦要先經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
三分之二港區人大代表，及行政長官的同
意，相信整個過程的游說工作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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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近日會見了
香港社會各界代表，聽取他們對特首
普選的意見，既反映了中央政府真心
實意在 港落實普選，同時也重申了普
選須依法落實。各界人士呼籲，香港
社會各界在下一階段應理性務實，聚
焦於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和提名機制等
深入討論，凝聚共識，實現2017年特
首普選。

劉漢銓：須依法辦事 尋求共識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在接受本報訪問

時指出，中央過往已清晰表述了政改必
須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立場，特首
在提交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中雖然未有直
接否定「公民提名」，但就引述了大律
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指，包含有公民提
名元素的方案難以符合基本法。社會各
界應依法辦事，尋求共識。

吳秋北：張南下顯推普選誠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吳

秋北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張德
江委員長親自南下深圳聽取意見，顯示
了中央推動普選的誠意，而委員長對香
港的情況亦相當了解和掌握。在日前與
工聯會會面時，張德江委員長強調了中
央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中央對港方針不會
改變。
他引述張德江委員長強調，香港政改

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進行，

而特首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但沒
有提及反對派「公民提名」，「『公民
提名』不合法。基本法都無提到（『公
提』），有咩需要討論？」
他續說，張德江委員長無主動提到外

國勢力介入香港，但他認為香港人看在
眼裏，引入外國勢力只會適得其反，他
不希望香港成為西方力量對中國的一隻
棋子。
吳秋北又透露，他將於8月底赴京

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預料人大常委
會屆時會審議特首提交的報告，並有
可能作出有法律效力「指引性規
限」，包括「公民提名」等不合法的
方案，「（人大常委會）定下了（框
架），就有法可依，知道哪些可行，
哪些不可行。」

陳清霞：普選不受國際公約規範
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主席陳清霞強調，香港普選是沒有
所謂國際標準可參照的，並不受國際公
約的規範。
香港特首普選必須依照基本法及

人大常委會決定穩步發展，社會各
界都應放下成見、尋求共識，作出
妥協，特區政府也應引導社會聚焦
在提委會的組成和提名機制，並透
過務實的討論，來凝聚社會共識，
探討一個既得到絕大部分市民和立
法會議員支持，又能夠獲中央接受
的方案，令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跨
出歷史性的一大步。

■■梁愛詩梁愛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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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再次被揭發重金賄賂反對派政黨和人士，昨日不
得不承認獻金反對派，但卻否認自己是金主，亦否認接受
外國勢力幫助，這完全是欲蓋彌彰！必須指出，黎智英的
所謂捐款已不是什麼政治獻金，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賄賂，
因為黎智英對反對派重金賄賂是要控制反對派，而反對派
也自甘被控制。這種關係就是行賄和受賄的關係。今次黎
智英行賄與反對派政黨及人士受賄，是要搞危害市民福祉
的「佔中」和阻礙依法如期落實特首普選。這涉及重大公
共利益，社會各界有權要求黎智英和受賄者向公眾作出交
代！

早在2011年，Foxy就揭露黎智英在過去5年向反對派多
個政黨和人士提供賄賂開支逾5,000萬元。黎智英與受賄者
一直遮遮掩掩，不敢承認。這次黎智英再被揭露短短兩年
就賄賂4,000萬元，受賄者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和陳方安
生、陳日君、鄭宇碩、朱耀明、梁國雄等反對派政黨和人
士，行賄單據被曝光，金額從20萬到500萬不等，黎智英
才不得不承認捐錢給反對派。

黎智英的所謂捐款豈止是政治獻金，簡直是赤裸裸的賄
賂。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法令來判斷政治獻金是否為賄
賂，政治人物收的錢必須符合相當條件才能稱為政治獻
金，尤其是商人給錢的控制嚴格，收受外國捐款經常更嚴
格甚至禁止，單一贊助不可以多於總捐款的一定比例，沒
有對價關係叫政治獻金、有對價關係叫賄賂。

黎智英聲稱雖然捐錢給反對派，但不是金主，因為根本

不能影響反對派的態度，這既是自相矛盾，更是欲蓋彌
彰。黎智英在過去兩年間總共賄賂多個反對派政黨和政
客，反對派各政黨和政客受賄的金錢都來自黎智英這單一
來源，黎智英卻否認他自己是金主，這是侮辱市民智慧。
反對派政黨及政客近來舉行的「6．22公投」、七一遊行
和「佔中預演」，都有黎智英操控的劣跡，黎智英旗下蘋
果日報和壹週刊對這些行動的煽動、組織和指揮，就是明
證。而在2010年，余若薇本來不願搞「五區公投」，但黎
智英賄賂400萬給公民黨就使余若薇急轉彎。2010年黎智
英賄賂302萬給民主黨參加「五區公投」，但因黨鞭司徒
華主張不參與，且以溫和理性支持2012年政改方案，於是
黎智英惱羞成怒，2011年只對民主黨賄賂2萬。何俊仁曾
承認，民主黨經常就重大問題諮詢金主意見，定期會見。

黎智英聲稱如何花用自己的錢是自己的事，亦無接受外
國勢力幫助，實乃此地無銀的狡辯。黎智英身家並不豐
厚，且壹傳媒近年虧蝕嚴重，黎智英竟然可以重金賄賂反
對派政黨和人士，並不尋常。有中央情報局背景的多個美
國基金往往是通過代理人派發捐款的，而一直以來，黎智
英通過美國人馬克·西蒙操作重金賄賂，錢從何而來已呼
之欲出。

陷於財困的黎智英錢從何來？派錢是何目的？現時收受
巨款的政黨和個人與黎智英及其背後的主子是什麼關係？
都必須向港人作出交代！

（相關新聞刊A1、A2版）

黎智英欲蓋彌彰 行賄受賄都須交代
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快下月底就香

港普選問題作出決定。特首梁振英
昨表示，特區政府會抓緊時間，促
成香港立法會議員和中央的溝通工
作，但溝通不能一廂情願。事實
上，反對派議員一方面要求盡快與
中央溝通，另一方面卻依然糾纏於
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真
普選」，為溝通設下諸多阻礙，讓
人覺得反對派議員有溝通要求，卻
無溝通誠意。中央一直重視與反對
派議員就政改議題進行溝通交流。
能否與中央實現有效溝通，關鍵在
於反對派能否以坦誠務實的態度，
回歸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軌道上來。

中央真心誠意推動香港普選，重
視與本港各界溝通互動、增進了
解，為落實普選營造良好氣氛。去
年 7 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破天荒
應邀到立法會與議員午宴，談普選
問題。去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訪港，就基本法內的有關普選的條
文與各界交流座談。今年 4 月，中

央安排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全體立法
會議員到訪上海，其間，中央 3 名
負責香港事務的主要官員更應反對
派議員的要求，專門安排時間與其
會晤。張曉明主任在會面中專門講
到改善溝通的 4 個原則，包括：以
誠相待、理性務實、求同存異、放
眼長遠，充分說明中央與本港各界
以及立法會各派別議員的溝通，不
是權宜之計，不僅僅是為了落實普
選，更是為了香港未來發展和「一
國兩制」實踐獲得更大成功，顯示
中央在溝通方面的真心誠意和博大
胸懷。然而，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
之後，張曉明主任主動約見反對派
議員，卻遭到百般推托，進展極不
順利。

在 8 月下旬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
之前和之後，反對派都有機會與中
央溝通，關鍵是要回到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基礎上來，與中央官員就政
改坦誠交換意見，尋求共識。惟有
如此，溝通才有實際意義，普選才
有機會落實。（相關新聞刊A4版）

中央重視溝通 反對派須回歸基本法
A4 重要新聞

特首：與中央溝通須創有利條件
指早前上海行轉折不少 政府盼盡快促成會面機會

梁振英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主動
提到，香港市民於大概2年至3年後，

即2017年，將有機會有史以來第一次以「一
人一票」方式選出香港首長，並須根據基本
法獲人大常委會批准，同時需要立法會三分
之二多數議員通過。因此，他與特區政府會
做好香港內部的協調工作，也會做好香港社
會各界，包括立法會議員與中央之間的溝通
工作。

部分議員拒與中聯辦官員會面
梁振英進一步指，特區政府過去不斷努力
做好溝通工作，特別是促成4月份全體立法
會議員到上海的交流與溝通，並直接與負責
香港政改的3名中央官員，包括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會面交流。「之前的準備時間很長，由於中
間在立法會議員方面有不少轉折，最後亦有
相當一部分的個別政黨議員決定不參加。雖
然該次效果是好的，但是過程中確實有些轉
折。4月份之後，中聯辦約見某些黨派議
員，成效都不好，某些黨派議員到現在都沒
有和中聯辦官員，就政改問題進一步見
面。」

強調雙方溝通不能一廂情願
梁振英說，特區政府未來會繼續促成立法會

議員和中央溝通的工作，但強調雙方溝通不能
只是「一廂情願」，「我們會繼續做，但亦要
知道我們不能夠一廂情願，這件事有一定難
度。所以，下去剩下大概5個星期左右，人大
常委會就會開會，我希望各個方面都能夠創造
有利條件，比較好的氣氛，使得我們這方面的
橋樑工作和交流工作能夠做好。」
被問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南下

未有會見香港反對派，梁振英表示，特區政
府促進及促成香港社會各界，是不論其政治
立場及政黨背景，「與中央官員直接會面和
溝通，4月份那場是一個好例子。政府工作目
標是邀請全體70位立法會議員去上海，與3
位直接負責政改工作的主任見面，但那件事
現時已是歷史，事件過程及出席情況大家是
知道的。」
最後，梁振英寄語大家抓緊時間共同創造有

利條件、比較好氣氛，使得中央和社會各界能
夠盡快會面，「這個是我們的工作，下去會繼
續做好。我要說的就是剩下來的時間不多，大
概是5個星期的時間，我們會抓緊這方面的工
作來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快

下月底召開會議，決定是否

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

法進行修改。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會抓

緊人大常委會開會前的5星

期時間，盡快促成中央與社

會各界就政改溝通會面機

會，但強調溝通不能一廂情

願。他並提到，較早前邀請

全體立法會議員到上海，直

接與負責香港政改的中央官

員會面，但是過程中也出現

不少轉折，寄語大家共同努

力創造有利條件、較好氣氛

促成溝通。

歐盟歡迎港啟動政改「五步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改

「首步曲」正式啟動。歐洲聯盟發言人日前
發表聲明指，歡迎香港特區政府啟動政改
「五步曲」程序，並盼望社會各界於「一國
兩制」框架下達成共識。
歐洲聯盟日前發表聲明指出，因應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於本月15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
交啟動香港政改報告，歐盟歡迎香港特區啟
動政改「五步曲」程序。
歐盟會密切留意香港政改最新進展，並

盼望各界可於「一國兩制」框架下達成共
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特首辦與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
員長二階俊博率領的訪港代表團會面，就雙方共同關心的課題交換意見。
梁振英表示，香港和日本在經貿、文化、旅遊等方面關係密切，期望雙方在不同範疇繼

續保持緊密交流和合作。他說，香港是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鼓勵更多日本企業落戶香
港，善用香港優勢拓展業務。

特首晤日本國會訪港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