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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是中央莊嚴承諾
須按基本法人大決定落實 籲工商界反對違法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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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認同張講話 不容外力干港政

政改非「鬥蟋蟀」施永青籲「棄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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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曉靜昨出席了香港工商界同胞國慶籌委會並致辭（相關新聞刊
A11版）。她在致辭中向香港工商界提出3點希望：一是希望大

家在香港社會政治事務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二是希望大家在服務國
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發揮表率作用；三是希望大家在推動香港
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中發揮骨幹作用。

自覺維護國家安全 保長期繁榮穩定
她續說，長期以來，香港工商界始終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與香
港同發展、共進步。特別是去年政改工作啟動以來，工商界廣泛團結
社會各界人士，利用各種平台積極發聲，積極參與「保普選 反佔
中」活動，向社會傳遞了正能量。
殷曉靜強調，「推動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是中央的莊嚴承諾，也是香
港社會的共同願望。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在香港政改問題上的原則立場是一貫明確
的。大家作為香港工商界的代表人士，要由國家發展和香港的實際情
況出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積極推進香港政制
發展，準確宣介白皮書，堅決反對違反基本法和衝擊香港法治的言
行，自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中央堅定落實「一國兩制」助港渡過難關
她指出，祖國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香港回歸17年來，中

央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中央政府對香港所做的一
切都是為了香港好、為了香港的明天更好，都是為了香港同胞好、為
了香港同胞的明天更好。」
殷曉靜舉例說，無論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抑或2003年「非典」
疫情，還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每當香港遇到困難和挑戰，中央
政府總是全力幫助香港轉危為機、渡過難關。49個內地城市開通香港
「個人遊」、CEPA及補充協議的簽署以及粵港、京港、滬港合作機
制等一系列惠港政策的順利推行和實施，有力支持了香港的經濟發

展。
她說，「如今，祖國內地與香港的經貿關係更加緊密，各領域的交
流合作不斷深化，在融合發展、互利共贏中譜寫出『一國兩制』成功
實踐的新樂章。」

國家新改革開放 港扮演重要角色
殷曉靜表示，今年是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之年，香港在國家新
一輪改革開放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她說，十八屆三中全會對60
項重大改革作出部署，涉及各領域的300多項改革措施正在有序推
進，這也為香港進一步深化與內地交流合作、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供
了難得機遇和更大空間。「工商界一定要抓住機遇，繼續發揮各自優
勢，助力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在服務國家建設中實現自身的發
展。」

港社會重要基石 工商界舉足輕重
殷曉靜強調，香港工商界是香港社會的重要基石，是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在香港社會具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地位。呼籲大
家繼續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自覺維護香港良好的
法治和營商環境，推動中央各項惠港政策的貫徹落實，促進兩地交流
合作，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獻言獻策。

王小靈：白皮書明確普選原則立場
另外，中聯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王小靈昨日在九龍西各界慶祝國慶

籌備委員午餐會上致辭時指出，白皮書是對香港回歸17年以來「一
國兩制」實施情況作系統性總結，全面闡述「一國兩制」發展內涵，
及明確了普選原則和立場，不存在所謂「僭建」。有人以為白皮書是
「收緊」對港政策，如果不是故意歪曲，就是過慮。
她並強調，只有在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的框架下，以和平理性、
同舟共濟的精神，求大同存大異，定可實現2017年特首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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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國務院早前
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央對港擁
有「全面管治權」，但被反對派歪曲為中央
「收緊」對港政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表示，中央對國
內所有地方擁有「全面管治權」，根本毋須
爭拗，而政改的主導權及最後決定權均屬中
央，反對派鼓吹「佔領中環」不會迫使中央
讓步。她促請反對派停止抗爭行為，爭取機
會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
譚惠珠昨日出席九龍西各界慶祝國慶籌備

委員午餐會，以白皮書為題發表演講。她
說，白皮書並非衝「佔中公投」或七一遊
行而來，而是提供平台讓社會了解「一國兩
制」得到順利貫徹落實，「（白皮書）不是
只為香港700萬人，而是以7種語言向全世
界宣布的。」
她強調，白皮書內容並無超越基本法定下

的政策方針，而是香港回歸17年來，真正了
解「一國兩制」的人不多，「九成講『兩
制』，一成講『一國』。」白皮書提及的
「全面管治權」，不應引起爭拗或「誤
區」。

有人錯用概念演繹基本法
譚惠珠解釋，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對所有
地方都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的行政權、
立法權、實行高度自治等權力，都是由中央
透過基本法賦予，香港並沒有「剩餘權
力」，「從來不在我們（香港）的袋裡……
例如你想出租一間屋，授權律師、地產代理
講清楚，月租3,000元、租2年，當然你有權
監督，唔可以租5,000元，或租出5年。」
她續說，有人以「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普
通法概念去演繹基本法，是「錯了17年」，

但有些政界人士仍繼續錯，重申特區的權力來自中
央，「有畀的權就有，無畀就無。」例如中央並沒有
賦予香港「公投」權力，香港就不可以有「公投」。
譚惠珠又強調，民主是中國的「家內事」，香港是

其中一分子，在「一國兩制」下，政改的主導權和最
後決定權都在中央手上，「政改並非只是香港的
事。」倘香港繁榮穩定受到威脅，肯定是國家的事，
中央一定不會視而不見。
就反對派鼓吹「佔中」，譚惠珠說，中央反對「佔

中」是因為希望香港保持長期穩定繁榮，商界已說明
「佔中」肯定對香港的金融經濟有影響，強調「佔
中」不可能迫使中央妥協，效果微弱，「佔中」應
「可免則免」。

籲反對派爭取與張曉明會面
譚惠珠在總結時說，白皮書詳盡闡述了中央對港政

策方針，只要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推行政改，在餘
下時間停止抗爭，互諒互讓，定可在2017年實現特首
普選，並促請反對派停止抗爭行為，而是爭取與張曉
明主任會面，在人大常委會於月底就政改作出決定
前，把握好溝通機會，「請那些可以左右香港能否順
利普選的人，爭取同中央溝通……唔好用抗爭行為，
因為中央有些(政改)底線會堅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前日表示，香港普選涉及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要警惕極
少數人士勾結外國勢力，防止一些人把
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幌子下反對中
央的基地。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昨日表
示，香港政制發展是中國的「家事」，
政改與國家安全、香港管治權的關係密
不可分，故中央對此「睇得好緊」，絕
不接受外國勢力干預內部事務，社會必
須警惕有人藉違法「佔領中環」，引入
外國勢力。

余國春：警惕極少數人勾結外國勢力
全國政協常委余國春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完全贊同張曉明主
任指要警惕極少數人勾結外國勢力，香
港政制發展是中國的「家事」，絕不容
許外國說三道四。
他說，政改與國家主權、安全息息相

關，但反對派卻屢屢「邀請」外國勢力
干政，故必須對此加以警惕，並重申政
改必須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進行，呼

籲社會珍惜溝通機會，放棄「佔中」等
違法手段。

譚惠珠：重申中央立場不添壓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譚惠珠表示，香港回歸祖國意義重
大，意味再沒有外國力量在中國土地
實行管治，而香港政制發展及香港管治
權是不可分的，中央肯定會對香港政改
「睇得好緊」，不容外國勢力干預。
她續說，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當年

會見基本法草委時，她當時身在現場。
中央不會接受外國勢力干預或左右特區
政府管治。張曉明主任日前的講話並沒
有特別加大中央對港政策的壓力，只是
講清楚香港的管治情況，重申了中央一
貫立場。

黃玉山：「一國兩制」方針不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黃玉山表示，國家在政治、經濟、文
化等方面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可能會令
某些有「霸權思維」的國家不悅，想盡

辦法為中國製造麻煩，添加阻力。
他續說，張曉明主任的講話合理、有

根據。他又指，廣大市民期盼可於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但無論政改方案通過
與否，中央對「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亦不會改變。

李慧琼：中央關注合情合理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

慧琼指出，香港政制發展是中國內部事
務，不容外國勢力干預，而落實特首普

選必須以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為大前
提。張曉明主任的講話，顯示確有反對
派藉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中央
的關注是合情合理的。
被問到「禍港四人幫」中的前政務司

司長陳方安生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
銘，近期先後高調向英美「乞援」，是
否屬於勾結外國勢力時，李慧琼坦言，
政治人物應懂得判斷形勢，不應在政改
關鍵時刻，做一些拖中央和特區政府後
腿的事，破壞互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主動邀請反對議員交流香
港政制發展問題，但反對派就諸多挑
剔，例如堅拒進入中聯辦大樓等，為溝
通設下諸多關卡。「香港政改民意關注
組」成員李華明昨日批評，堅持不入中
聯辦者「政治態度幼稚」，並呼籲各反
對派與中央官員誠意溝通，倘堅持不讓
步根本無助解決問題，又認為「溫和民
主派」應盡早與激進派劃清界線，清晰
提出理性溫和溝通的要求。

「反佔中」簽名包括反對派支持者
「反佔中 保普選」訴求熾熱，大聯
盟簽名人數不斷持續遞升。李華明昨日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認同，參與是次簽名
行動者，並非全部都是「阿爺的人」
（建制派），部分更是願意投票予反對
派的市民，「由於好多市民認同『佔
中』會『搞亂中環』、『阻住中環好大
鑊』，而不認同『佔中』做法，正如
『打九折』都有90萬人，說明香港局勢
相當混亂。」

促溫和反對派與激進劃清界線
中央與反對派在溝通問題上呈膠狀
態，李華明直指，「溫和民主派」應盡
早與激進派劃清界線，清晰強調要理性
溫和溝通，「除非中央關門『撞牆』，
否則（反對派）應清晰要求『談判』。

有些人很形式主義，堅持不肯入中聯辦，政治態
度幼稚。……那些真正懂政治，明白要妥協的人
來說，現時的局勢是很難處理，因為激進派取得
傳媒的焦點，甚至壟斷網絡世界。」
他續說：「若中央願意派官員與『泛民』食
飯，但『泛民』卻因各種原因拒絕出席，如何商
討呢？我呼籲『泛民』與中央官員誠意溝通。若
會面是各自表述，堅持不讓步，根本無助解決問
題。」
另外，李華明透露，「關注組」將會進行第三
次政改民意調查，但未知能否趕及人大公布方案
前公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社會主流認同2017年
特首普選機不可失。「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最新民調
發現，五成半受訪市民贊同，即使不滿提名程序都應
「袋住先」。「關注組」成員、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
昨日強調，「公民提名」並非國際選舉流行做法，再者
門檻高，是不值得談判及堅持的議題。他形容，政改不
是「熱鬥蟋蟀」，而是締造溝通環境，「關注組」民調
正反映了主流民意。
據「關注組」前日公布的最新民調發現，有五成半受
訪市民贊同，即使不滿特首普選方案的提名程序也應
「袋住先」，並有逾六成支持談判爭取普選，支持抗爭
者則不足兩成。

國際不流行 不值得堅持阻共識
施永青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直指，「公民提名」並
非國際選舉流行做法，且門檻高，與基本法相矛盾，要
將「公提」變成民主必然組成部分，是為取得共識製造
困難，「追求『公民提名』價值係咪真係大得咁厲
害？……香港政制有不同持份者，其中北京的取態會直
接影響政制發展，不是自認為正確就『勇往直前』，而
是想辦法尋找切入空間。」

他強調，「公提」是不值得談判及堅持的議題，「我
比較現實。現時部分人最主要憂慮『篩選』。但『篩
選』是必然存在的。任何預選好、提名方法好，剔除未
必適當的人選，也是『篩選』，問題在於合理抑或不合
理。……不是自認為正確就勇往直前，而是有策略研究
中央看法，並設法尋找切入空間。不是為憑個人政治價
值標準作批判就可以解決。」

反對派戰鬥格 冀締造溝通環境
施永青倡議採取「候選人單票制」，「最簡單方法，
是降低提名委員會門檻，比如採取『候選人單票制』：
先制定『若干候選人』的人數後，每名提委只能提名一
個候選人，避免過半數的問題，同時避免任何候選人得
到大部分票數，方法相對平和。」
他強調，政改討論不是「熱鬥蟋蟀」，最重要是締造
溝通環境，「關注組」民調正希望反映主流民意，令中
央明白港人是顧全大局，「『泛民』（不斷擺出）刺
激、挑戰的戰鬥格，一副由細嚇大唔怕你呀的模樣。
（『關注組』的）民調某程度是締造環境，讓中央看到
港人在傳媒頭條外看法。」

特首應愛國 不應恐嚇要脅中央
施永青舉例說，目前有部分人挑戰「一國」，採取對
抗態度，令中央感到港人「撇甩中央分裂香港」，「行
政長官應否愛國？綜觀全世界的選舉，都不會挑選出不
愛國的人，這不是爭取民主關鍵問題，也不是主要的矛
盾。那為何要刺激中央的恐懼？『泛民』不應堅持『公
民提名』『至高無上』及『非有不可』，也不應糾纏於
特首是否愛國。事實是，所有國家領袖都會愛自己國
家，不應以此恐嚇及要脅中央。」
「關注組」另一成員、前民主黨副主席狄志遠坦

言，上半年反對派與建制派就政改問題，「舞刀弄劍
針鋒相對」，沒有信任基礎，擔心各界繼續堅持立
場，香港普選再沒有出路，「80萬好，110萬都好，
說明兩方政治實力的存在，正如五成半贊成『袋住
先』，三成多亦是堅持到底，三成多足以帶來社會動
盪，盼社會各界回歸談判『坐低傾』。一時間錯誤，
會帶來長時間痛苦。」

■殷曉靜在香港工商界同胞65周年國慶籌委會致辭，表
示推動落實特首普選是中央的莊嚴承諾。 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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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 (右)接受電台訪問時直指，「公民提名」並非
國際選舉流行做法，再者門檻高，是不值得談判及堅
持的議題。

■譚惠珠表示，中央對國內所有地方擁有「全面管治
權」，根本毋須爭拗。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