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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五成半人贊成政改「袋住先」
人數較上次調查升 逾六成挺談判達普選

39名人聯署 籲各界互諒尋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堅
持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名」，令政改討
論陷入僵局。來自香港社會各界共39人昨
日發表聯署聲明，希望各界能夠共同營造
一個平心靜氣商談的社會氣氛，通過互諒
互讓來克服歧見，以達到大多數市民及各
方均能夠接受的政改共識，實現特首普
選。
參與是次「尋求共識 實現普選」聯署

的，包括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工聯會
議員陳婉嫻、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前香
港大學校長徐立之，和提出「13學者方
案」的王于漸、劉佩瓊，及反對派提出

「18學者方案」的羅致光及張達明等39
人。

探索具體可行特首普選方案
聯署的發起人、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
裁馮可強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提出是次
聯署的構想，是因為未來數個月，將會是
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但坊間有很多
方案還未經過詳細討論，故希望各界能夠
共同營造一個平心靜氣商談的社會氣氛，
深入討論探索多元化而具體可行的各種特
首普選方案，在互諒互讓，克服歧見下，
達成一個獲大多數市民和各方面均能接受
的政改共識。

■39知名人
士聯署，呼
籲各界心平
氣和就政改
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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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研究協會民調：
逾六成人願「袋」

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
治研究部，進行第二輪的民意調查。調

查機構於在7月21日至27日訪問了1,000多名
市民，並於昨日公布結果（見表）。調查發
現，有55%受訪者贊成「即使提名程序不滿
意，2017 年都可以先實行一人一票選特
首」，即是「袋住先」，比例較上次在5月進
行的第一輪調查上升了1個百分點。
其中，自稱為「建制派」的受訪者，贊成
的比例由5月的53.2%增至58%；自稱「民主
派」的受訪者的比例，則由 56.5%跌至
48.2%，表示「中間立場」的被訪者，贊成的
比例則由50.6%增至61.3%。

社會嚴重撕裂 意見各走極端
在「如果提名程序不滿意，寧願2017年不

實行一人 一票選特首」的問題上，自稱「建
制派」受訪者有34.8%，較上次調查的40.4%
大幅下跌了5.6個百分點。自稱「民主派」受
訪者的支持比例，由35.0%增至46.6%；中間
立場的被訪者就從35.3%跌至28%。關注組成
員認為，結果反映社會出現嚴重撕裂，不同
意見人士各走極端。
調查並發現，有42.8%反對派被訪者贊同透

過談判方式，爭取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另
39.5%的反對派受訪者贊成以抗爭方式爭取。
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發言人李華明昨日在

記者會上稱，調查結果發現，就政改「袋住

先」的想法，反對派當中的受訪者立場變得
相當強硬，與建制派的受訪者的分歧也逐漸
擴大。與此同時，中間立場的受訪者，卻開
始就相關問題採取相對明確的看法。

社會期待各界討論達共識
他續稱，建制派受訪者與反對派受訪者在
各種重要問題上各有傾向，他們的距離在5月
至7月這兩個月時間內，彼此不是近了，反而
是遠了。另一方面，中間立場的受訪者，在
不少議題上都表達了意見，因此社會對各界
透過討論達成共識，仍然有所期待。
關注組成員狄志遠則指，有近四成的反對

派中人選擇透過抗爭的方法對待政改問題，
足以影響香港的穩定，又形容目前對政改各
走極端的兩極化現象可以用「撕裂」來形
容，反映當前的情況相當嚴重。

李華明籲各方應以民意為依歸
李華明總結稱，關注組無意低估現時政改

的複雜性和引起的所有紛爭，但相信參與政
改討論的各方，應該以香港民意為依歸，並
呼籲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應把握機會，促使
參與政改討論的各方，盡量協調不同市民的
不同意願，在各種方案中尋找共識，共同找
到最受民意支持的政改方案，讓立法會通
過，以完成政改中較重要的一步，讓民意得
到彰顯，讓香港得到應得的普選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昨日公布第二輪民意調

查結果，發現有五成半受訪者，贊成即使不滿特首普選方案的提名程序，也

應「袋住先」，先實行一人一票選特首，比例較上次調查上升1個百分點。

同時，有超過六成受訪者支持以談判方式爭取普選，支持以抗爭方式的不足

兩成。

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民調數據
全部 建制派被訪者 反對派被訪者 中間立場被訪者

贊成政改「袋住先」 55.0% 58.0% 48.2% 61.3%
贊成政改「原地踏步」 36.5% 34.8% 46.6% 28.0%

全部 建制派被訪者 反對派被訪者 中間立場被訪者
贊成透過談判方式爭取普選 67.0% 92.7% 42.8% 75.5%
贊成透過抗爭方式爭取普選 19.1% 2.6% 39.5% 9.2%

全部 建制派被訪者 反對派被訪者 中間立場被訪者
贊成「愛國愛港確保對中央和特區負責」 51.3% 80.5% 27.5% 56.4%
贊成「愛國愛港只會造成篩選」 36.5% 14.0% 59.1% 29.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
大常委會最快本月底回覆特首提交的政
改報告，多個民調均顯示大部分市民願
意「袋住先」。特區政府昨晚在電視台
及官方facebook專頁同步推出新一輯政
改宣傳片，片長15秒，內容穿插反對派
主辦的遊行示威、推撞鐵馬與警方衝
突、「佔領」政府總部廣場、向政總擲
紙飛機等畫面，並配以「鏗鏘集」式背
景音樂，最後由旁白問到：「想變？
2017有得普選！有票，真係唔要？」
特區政府昨日上載的短片附有一段文

字介紹，指過去一段時間，社會上各黨
各派，甚至無黨無派，為了政改和各種
訴求，有的選擇發聲，有的選擇上街，
甚至衝擊，亦有不少選擇沉默無聲但卻
心感不安，「無論你的取態如何，你是
否感到無力無助？對香港前景感到焦
慮，卻又苦無出路？你是否想變，希望
打破僵局，讓政制發展向前踏出一
步？」

民主發展里程碑 突破政局契機
介紹又指，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不但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碑，也
是突破目前政治局面的契機，「只要我
們把握機會，達成共識，我們便不再是
旁觀者，而是可以透過一人一票，直接
參與選出行政長官。」
政府又印發印有「想變？2017有得普

選！」、「把握機會，實現普選」的海
報，強調香港市民殷切期待能夠在2017
年普選特首，這也是中央和特區政府的
共同願望。然而，社會就着政制發展出
現嚴重分歧，要達成共識十分困難，
「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期望透過新的
口號和宣傳品，鼓勵市民深思社會的現
況和日後需要作出的重要抉擇，並呼籲
各界把握落實普選、突破目前政治局面
的契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越來越多
市民認為2017年特首普選應「袋住先」。
香港研究協會一項調查發現，逾六成受訪
者接受即使提名程序不完美，也應先實行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不接受」者僅得兩
成六。同時，超過五成市民認為特首參選
人須獲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方可
成為正式候選人，反映多數市民認同提委
會在特首普選中的地位。調查並顯示，43%
受訪者不支持「佔中公投」中列出的3個方
案。

51%接受候選人須獲過半提委支持
香港研究協會於7月30日至8月4日，以

電話隨機抽樣方式，成功訪問1,071名市
民，了解他們對特首普選制度設計的意
見。昨日公布的調查顯示，51%受訪者接受
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提
委支持，「不接受」的佔 36%，「不知
道」或「無意見」各佔6%。協會認為，調
查結果反映大多數市民認同提委會在特首
普選中的地位。

調查又顯示，61%受訪者認為即使政改方
案存在「篩選」，2017年也應先實行一人一
票普選特首，「不接受」者僅佔26%，反映
大部分市民對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有非常高
的期盼。在特首候選人的數目，48%受訪者
認為人數介乎2人至3人是「合適」，認為
「不合適」者佔37%。

「公投」三方案未獲多數市民認同
就反對派聲稱「佔中公投」代表了社會主

流民意，但是次調查卻顯示43%受訪者不支
持「佔中公投」中列出的三個方案，表示
「支持」者不足三成，反映「公投」列出的
所有方案未能獲得多數市民的認同。

結果顯示大部分市民對實現普選期盼高
研究協會分析指，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市

民對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有非常高的期盼，
該會呼籲社會各界繼續以理性務實態度，討
論政改，尋求共識，盡最大努力達成各方面
皆可接受的方案，讓香港可以在民主發展路
上，踏出歷史性的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3名經濟學及社會學學者日前提
出改良方案，建議特首選舉在提名階段引入「名單制」，獲提名
委員會兩成票數的參選人將列入「名單」，提委會就名單投票並
獲過半數通過，名單上所有人便會成為候選人。「13學者」方案
發起人、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宋恩榮昨日表示，倘名單被否
決，可以「加辣」，即提高入閘需要獲得的票數，又強調保留四
大界別是政治現實。
宋恩榮及「18學者」方案發起人羅致光、公民黨主席余若薇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宋恩榮解釋修改後的方案，建議將現時選委會
的1,200人擴大至2,400人，一半沿用現有四大界別方式產生，一
半屬「新增民選委員」，由市民一人一票選出。

宋恩榮：原地踏步將成災難
他續說，方案可令全民參與提名過程，強調保留四大界別是政
治現實，因為政改方案必須過立法會一關，否則原地踏步將是災
難。
宋恩榮認為，「名單制」符合基本法提及的「民主程序」，指

名單一旦被否決，可以「加辣」，即提高入閘需要獲得的票數、
通過名單的百分比等，認為「加辣」可催迫雙方妥協，爭取中間
派的支持。

羅致光：政改拉倒對港無好處
羅致光欣賞該方案的創意，稱「睇唔到有不公正性」，又認為

討論政改必須接受不同意見，「為求香港可向前行一步，需要放
下成見，或自覺是非常客觀的分析」，否則政改一旦拉倒，對香
港沒任何好處。
本身是民主黨成員的羅致光稱，該黨的政改底線不是「公民提
名」，直言「公提」的可行性不高。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則聲言「13學者」方案只為保留功能組別而
鋪路，又稱選出提委時會遇上困難，包括選民不認識提委會候選
人，難以實行。

■政府推出新一輯政改宣傳片，呼籲市民把握機
會實現普選：「有票，真係唔要？」

■關注組舉行民意調查(第二輪)發布會。 鄭治祖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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