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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社會各界聯手組成的「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行動，市民反響熱烈，行動舉行9日累積簽名

總數已逾93萬個。不少簽署的市民都狠批「佔中」將癱瘓香港經濟和民生，更會賠上香港

聲譽，堅持要藉今次行動向「佔中」說不。簽名行動與所有的民意調查都顯示，大多數香港

市民反對「佔中」，「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

A14 文匯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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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強時評

「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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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中」搞手炮製民意假象
為脅迫中央接受違反基本法的所謂「真普選」、
「公民提名」方案，篡奪香港管治權，反對派和「佔
中」搞手密鑼緊鼓發動一連串攻勢，包括舉辦「佔中
公投」，組織七一遊行，少數激進團體搞「預演佔
中」等，目的就是要製造民意假象，讓外界以為本港
社會一面倒支持反對派和「佔中」搞手提出的「真普
選」、「公民提名」。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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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手製造的虛假民意，絕非本港主流民
意。首輪政改諮詢初步得出兩個較清晰及明確的共

識：一是市民對一人一票在2017年選出行政長官的
期望殷切；二是主流意見都重視依法辦事，應按基
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落實普選。這充分說
明，「保普選 反佔中」才是香港的真正主流民意。
香港的主流價值，是和平、理性、持平、溫和、自
由及進步。香港人已建立了一個「強烈的公民意
識」，也就是一種活躍的公民社會：既了解對自己
所求的是什麼，亦仍能以理性溫和手法表達訴求，
這種公民意識正是香港社會穩定的基石。 「保和平
保普選 反暴力 反佔中」簽名行動，顯示了港人「強
烈的公民意識」。

行動舉行9日簽名已逾93萬個
「佔中公投」進行了9日，但到實體票站投票的只有
7萬人。「反佔中」簽名頭9日簽名已突破90萬個，是
「佔中公投」的10多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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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一個月的簽名期結束，絕對能夠突
破100萬。所謂「佔中公投」雖然聲稱有約70幾萬人
投票，但數字明顯存在大量的造假和水分。「佔中」
搞手不但肆意造假，更將投票伺服器轉到美國，交由

中情局御用網絡商處理，不但是為了製造誇張的投票
數字，而且嚴重侵犯市民私隱。
「佔中公投」的投票項目並非「支持或反對佔

中」，而是議決「三個方案中支持哪個方案」及「方
案須否符合國際標準」，兩者根本不能畫上等號，
「佔中」搞手卻故意誤導市民，將所有投票人士都當
作支持「佔中」。這些造假及誤導的行為，說明「佔
中公投」完全是製造虛假民意。即使有份參與「佔中
公投」的市民，其中不少人也希望落實普選，不希望
違法對抗。然而，「佔中公投」與「公民提名」綑
綁，企圖偽造民意以作要脅，迫使中央接納違反基本
法的方案，將政改討論引入違法的死胡同，最終只會
扼殺市民期待的一人一票選特首，與廣大市民意願相
違。

「佔中」挑戰和破壞法治
「佔中」癱瘓香港政經中心，絕非「非暴力反

抗」，而是訴諸暴民政治的犯罪行為。反對派也承
認，該行動可能引發暴力衝突甚至流血事件。「佔
中」煽動暴民政治，可能導致出現暴力犯罪，局面失
控，參與或未參與行動的市民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其
人身權和財產權勢必受到侵犯，個人和家庭都會遭受
難以挽回的巨大損失，中環將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
態，最大的受害者將是市民。
香港的成功，有賴港人堅守和平理性、民主法治、

公義和平、有商有量的香港核心價值。歷史清楚表
明，法治在香港經濟騰飛、走向世界、發展成為國際
大都市的歷程中，具有重要意義。香港的法治環境有

目共睹，名列世界前
茅，值得每一位港人
自豪和倍加珍惜。而
「佔中」行動不僅散
發濃烈的非理性氣
息，而且是挑戰和破
壞法治。「佔中」計
劃通過公開的、大規模的非法集結，造成令中環癱瘓
的後果，嚴重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佔中」行動呼
籲要癱瘓中環，阻塞交通、癱瘓警署、「核爆香港」
等等，這些違法行動，嚴重破壞社會秩序。

形成強大的「反佔中」聲勢
法治不僅是香港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基石，也是香港

市民普遍認同的主流價值，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民主，
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和核心價值，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
關決定已經鋪設香港走向普選的「五步曲」，「癱瘓
中環」計劃，實際是要拆除香港通向普選的法治軌
道。「佔中」行動挑戰和破壞香港法治，絕不會得到
主流民意的認同。
過去，沉默大多數由於沒有管道發聲，讓一些人肆

意將民意扭曲騎劫。現在「反佔中」簽名行動的民
意，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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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香港整體利益
想，廣大市民有必要發出聲音，向「佔中」說不，
讓所有政黨和立法會議員都聽到：港人希望2017年依
法實現普選，不要「佔中」；香港要和平，不要動
亂。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保普選 反佔中」才是真正的主流民意

■楊志強

特區政府去年12月4日至今年5月3日期間，就2017年行政長
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開展了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詢，其
間共收到124,700份來自不同團體和個人的書面意見。特區政府
日前發表公眾諮詢報告，如實歸納了諮詢期間的各方意見。
根據報告，依法如期落實普選，是廣大市民的主流共識，這
也和中央對普選的意見一致。事實上，香港特區成立以來，中
央和特區政府一直依法推動香港民主政制循序漸進發展。國務
院上月公佈的總結「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白皮書便提到，香港
回歸前，英國委派總督在香港實行了150多年的殖民統治。回歸
後，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基本法亦明確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選舉的民主程度不斷提
高，民主政制依法穩步推進。白皮書提到的情況說明，港人的
民主權利，比港英時代大大提高。中央落實普選的誠意不容懷
疑，港人目前已凝聚依法普選的共識，普選水到渠成指日可
待。

政改原地踏步 豈是主流民意
然而，反對派提出所謂的普選「民意」，來自「佔中」搞手
炒作的所謂「佔中公投」。他們根據「公投」結果「代表」市
民說，若政改方案不符「國際標準」，立法會便應否決，寧可
推倒政改原地踏步。這種說法真是奇哉怪也！主流民意要求依
法落實普選，反對派卻反其道而行，以自編自導的「假民意」
說違法普選方案才是「主流民意」，其喉舌更指政府的政改報
告「偽造民意」，這些都是騎劫民意的伎倆。
更重要的是，聯合國人權公約對於每個簽約國如何落實公約
要求，已表明要考慮地方的文化、歷史、經濟等情況。香港是
以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落實普選，香港也有自
己的歷史背景和情況，主張所謂普選「國際標準」的人，以充
滿水分的「假公投」所堆砌出來的結果作為「主流民意」，推
動違法普選方案，只會誤導社會、誤導普羅大眾。如果不依這
些人所幻想的「國際標準」推動政改，這些人就要「佔領中
環」、損害香港利益，脅迫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接
受，實在毫無道理。
基本法第26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香港永久性居民有選舉及被選權，但不
代表選舉全無限制。一些人以違法方案大搞在法律上沒有的
「公提」、「黨提」，要讓不愛國愛港的人都能入閘，不可能
得逞。
民主從來不是沒有限制，法律是民主的基礎，無法律的民主
不是民主，那叫民粹，甚至可以演變為獨裁。歪曲基本法的民
主不可能讓港人得到民主，一些人自稱「代表」主流民意，不
但推動沒有法律根據的民主，更把港人綁上「佔中」戰車，拒
絕理性溝通，暴力分裂社會，這豈會有利推動香港民主？香港
回歸後短短20年便能普選特首，需要各界珍惜，港人必須看清
這些所謂「民主鬥士」的險惡用心，不能被騎劫，更不能任由
政改原地踏步。

在短短9日，「保普選、反佔中」簽名行動已經超過原訂
的80萬個簽名目標。筆者作為聯署人之一，在街頭亦舉辦
了不少簽名站，看見不少市民真心實意的自動走到簽名站
表達意見。在首兩天，更多次出現簽名表格供不應求的情
況，令工作人員不斷補充再補充。
筆者亦知道有不少簽名站延長了簽名的時間，因為人龍
依然是長長的，排隊的市民川流不息。義工們都不忍他們
白跑一趟，結果義工們都一個又一個協助他們完成簽名程
序。
筆者在街站聽到最多的是，香港市民都是反對「佔領中

環」的。香港是我們的家，大家都不滿某些人提出既違法
又擾亂自己家秩序的「佔領中環」行動。大部分香港市民
都希望有任何不同的意見都應該用和平、理性、務實的方
法去有商有量，而非玉石俱焚，以自己的經濟命脈作威脅
手段。這禍港行為在香港市民心中都知道既不能達到他們
所謂的目的，亦會令香港每一個市民受損，是百害而無一
利、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因此，香港市民對亂港者已經積累了不少的怨氣，「反
佔中」簽名行動正正就是給予香港市民一個機會，將自己
的心聲、將自己守護及愛護香港的決心顯示出來。
筆者希望亂港者看清真正的民意，以香港市民的意願作基
礎，以香港是我家的心態，懸崖勒馬，放棄「佔中」計劃，
還香港市民一個安心又放心的環境。「佔中」行動是撕裂社
會，製造對立和矛盾的行為，都是香港市民不樂見的。
政制發展是香港每個市民都關心的事，一人一票選特首
更是香港市民多年來的期盼。我們應集中討論如何提升提
名委員會的民主化、如何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提名
特首候選人。這是我們政制向前走的黃金機會，我們應把
握機會向前走，不應再次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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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席近期訪問阿根廷時明確表示：中國
堅決支持阿根廷對馬島（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主
權要求，並根據聯合國相關決議，重啟談判和平

解決。習近平主席的表態猶如隆隆世紀春雷，對美英等強權提出了嚴厲
警告，強烈震撼沉悶的國際舞台；更讓阿根廷、拉丁美洲乃至全世界
發展中國家對北京刮目相看；北京公平、正直和不畏強暴的鮮明形象也
呈現在世人面前。長期以來，美英等發達國家恃強凌弱，無視拉美國家
的利益，對他們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和顛覆，古巴、委內瑞拉、阿根廷
和玻利維亞等和美英的關係已經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
美國對巴西總統的電話監控、阿根廷在最困難時候向世行貸款，被美
國操縱的工作人員拒絕、對古巴領導人幾百次暗殺等等，既傷害了拉美
國家利益，也孤立了美國自己，繼而出現風起雲湧的反美英浪潮。「弱
國無外交」指國家綜合國力不強，在國際外交舞台上就沒有發言權。過
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還是這樣。阿根廷雖然距馬島僅500公
里，但由於軍力不如英國，只好眼睜睜地看馬島被英國管控。儘管阿
根廷屢屢向美英、向國際社會提出收回馬島的要求，聯合國也介入談
判，但美英不予理睬，使馬島成為阿根廷的恥辱和傷心地。

馬島成阿根廷沉痛心結
馬島，又名福克蘭群島，面積1.1萬平方公里，相當於10個香港大
小，人口僅2000多人。由於馬島地處大西洋和太平洋結合部，成為
商、兵家必爭之地。馬島蘊藏豐富的鉛、煤、鐵、銀等礦藏資源，蘊藏
600億桶石油；馬島到處是奇花異草和近百種鳥類，其中企鵝的數目
近千萬隻，是進行生物學研究的難覓佳地。荷蘭、英國、法國、西班
牙、美國等都曾佔領過馬島，阿根廷於1820年管治馬島並宣示擁有主
權，1833年英國則採取強制手段將阿根廷官員驅逐出島，馬島也就成為

英國殖民地。
近兩百年來，阿根廷一直抗議英國佔領馬島，並進行了長期抗爭。

1965年，聯合國根據阿根廷的要求，通過決議，邀請英阿等國家舉行會
談，以尋求和平解決紛爭的途徑和方法，但在美英等強權操控下，一直
沒有結果。曠日持久的爭論終於導致1982年的馬島大戰，英國憑借海
軍打贏戰爭，迫使阿根廷軍隊向英軍投降，重新佔領馬島。進入21世
紀後，阿根廷對馬島的主權要求持續不斷，並得到拉美大部分國家的支
持。但倫敦方面卻仍然保持高壓態勢，不時以「不惜再戰」恐嚇，使馬
島成為阿根廷的沉痛心結。

中國態度產生巨大衝擊波
習近平主席的表態雖然只是一個道義支持，但已經在美英等西方國家

中產生強烈的衝擊波。支持阿根廷收回馬島、與阿根廷建立戰略夥伴關
係，既是對阿根廷的支持，也是對美英的最嚴厲警告。2012年5月，英
國首相不顧北京反對會見達賴；英國副首相克萊格近期在接見香港李柱
銘和陳方安生時聲稱：「英國將動員國際社會，循法律途徑跟進香港普
選情況」；粗暴干預中國內政。美國為了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對中國周
邊國家挑撥離間、煽風點火，甚至派出軍機威脅中國在南海的981鑽井
平台。堅決支持阿根廷收回馬島，是北京給美英的強硬回應。
西方媒體認為，普京、習近平主席近期對南美國家的先後訪問非同小

可，「是對美英強權的重重一擊」。習近平主席去年訪問南美的時候，
奧巴馬主動邀請習近平主席舉行「莊園會面」，討論建立新型大國關
係。奧巴馬這次又特別打電話給習近平主席，希望減少分歧，堅持合
作，顯示華盛頓已經意識到圍堵北京需要付出沉重代價。北京目前擁有
巨額外匯儲備，需要尋找合適的投資地，美英對拉美國家的欺凌、在中
國周邊國家的挑釁，反過來也給中國提供了進入拉美國家的良機。

北京撐阿根廷收馬島如世紀春雷

宋小莊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資深評論員

對政改諮詢的反思

「愛國愛港」要求應在法律上落實

根據基本法第44條的規定，行政長官由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
居住連續滿20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中國公民擔任。這在《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第13條已經落實了，但有關行政長官的「愛國者」的
標準，還沒有在該條例中落實。
行政長官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書提到，「社會

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港』。」（第11
（iv）段）在政改三人組撰寫的政改諮詢報告中也確認
「主流意見認同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第3.05
段）還說「主流意見亦認同行政長官須『愛國愛港』，而
《基本法》現有的相關條文已充分反映這要求。」（第
5.06段）既然如此，特區政府就應當將反映主流意見的愛
國愛港的要求落到實處。如果沒有在法律上落實，只是在
政治上號召提名委員和選民以愛國愛港標準來投票，這顯
然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殘缺的。如果沒有法律上的標準，
但卻要求提名委員和選民在政治上有所取捨，在選舉過程
中，還可能引發選舉舞弊或非法行為的訴訟。
政改三人組提交的政改諮詢報告的最後一段提到，待全

國人大常委會對政改作出決定後，「特區政府會啟動第二
輪公眾諮詢，並爭取於2015年年初左右提交具體修改《基

本法》相關附件的議案予立法會審議。」（第5.14段）從行文來看，
政改第二輪諮詢的時間可能是今年9月至12月，這樣才能來得及在明
年年初提交附件一的修正案予立法會。

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不可能再諮詢
對此，筆者有兩個疑慮：一是有關的諮詢為何不在政改第一步曲之

前完成，如原來時間不夠，可以適當延長，就不必要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後再搞第二輪諮詢。這樣給人的印象是想對第二步曲的有關決
定進行諮詢，恐怕就不合適。根據憲法第67條第（2）項的規定，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相當於全國性法律，在特區政府做了充分的諮詢
的基礎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才會作出決定。一旦做了決定，就不可能
再來諮詢。再來諮詢，就會有問題。
二是政改「五步曲」是整體的，具有連續性，筆者的理解就是中間

沒有其他插曲。如在第二步曲之後進行第二輪諮詢，在第三、第四步
曲之後是否還可以諮詢，這樣就會引發不必要的插曲和爭議，發生延
誤。
從諮詢報告披露的有關內容看，政府似乎是打算進行三輪諮詢，第
一輪是啟動政改前；第二輪是提交附件一的修正案前；第三輪是提交
本地條例的修訂前。但在第一輪諮詢中的「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與本
地立法的銜接」就可能涉及第三輪諮詢的內容。筆者並非絕對不贊成
再諮詢，但如有可能，應當減少諮詢的次數，增加諮詢的深度，想得
周到些，就可以排除不必要的諮詢。

筆者對政改寫了不少肯定性的文章，但

凡事常有兩面。在認識到政改三人組及其

團隊努力工作、推動政改諮詢的同時，也應當認識到政

改諮詢的可以改進之處，這樣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才

能推動行政長官的普選繼續更好向前發展。在政改諮詢

中，有關諮詢文件和諮詢報告都提到了提名委員會的組

成、候選人的提名、一人一票的普選和中央政府的任命

等環節，但似乎少了參選人的報名參選環節。這個環節

雖然不是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考慮修改的內容，但卻可能

是《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需要處理的問題。在參選報名

階段，有必要解決行政長官參選人的資格審查問題。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7月29日（星期二）

解惑篇

西方走廊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新界各界團體政改諮詢會，並與近千出席者共同完成
「2017普選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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