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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袋住先」求突破尋新路
提委會組成隨時間改變 「雙普選」倘落空「或要等多十年」

譚
惠
珠
：

由港區省級政協聯誼會、香港知青聯、
香港留學生會、愛港漂、港漂圈，昨

日聯合主辦的「香港學生發展研討會」上，
譚惠珠發表了主題演講，全面澄清了白皮書
「四大爭議」：一、如何理解中央對香港管
治權；二、司法機構如何行使獨立審判權及
司法權；三、香港政制路向如何走；四、國
家安全的問題。

普選行政長官 港編寫國史新章
譚惠珠指出，香港最快可於2017年實現普

選，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形容，這是「開
天闢地」的，屆時香港將是中國歷史上，唯
一在省級以上的行政區普選行政長官，為中
國歷史編寫新篇章。「此時此刻，白皮書清
楚講述『一國兩制』，以及香港應如何運用
權利，時間上是非常貼切。」
她解釋，中央在白皮書中，首次以白紙黑

字寫明「真誠地希望香港實行普選」，及將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放在「兼顧
社會各階層利益」等之前 ，是比較新的排
序，但與基本法序言是一脈相承的，「白皮
書中有5個地方採用了新的排序。事實上，
基本法序言開宗明義，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規限，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政改原地踏步 多數港人失望
香港政改前路何去何從？譚惠珠直言：

「袋住先！」她並解釋了「袋住先」的三個
原因：一、政改方案不獲通過肯定原地踏
步；二、「雙普選」落空；三、為香港尋求
新出路。「我相信，人大常委會決定不會
『自添尾巴』，即假如2017年無法（普選）
落實就待2022年甚至2027年。正如報章引
述特區政府官員說過，（落實普選）可能要
再等多十年，我不知道答案，但原地踏步會
令很多人失望。」
她強調，「香港必須踏出（普選）這一
步，先知道香港會否變成『黃對紅』或『藍
對綠』，或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挑選出更高
認受性行政長官帶領充滿信心的政府，追趕
以往因曠日持久蹉跎歲月損失的機會。香港
是壞是好？不知道，唯有普選行政長官，為
香港尋求新出路，不再糾纏於拉布謾罵、將
港人利益放在少數人手上。（我）支持『袋
住先』求突破。」

解決政改在港人手非「佔中」者
因此，譚惠珠呼籲港人應適時發聲，支

持政改「袋住先」，「我平日接獲民調電
話一下子就會掛線，但今天我不會，我會

講『袋住先』。若然民調出現你手上或耳
邊，提到即使方案的產生辦法有瑕疵或不
理想，願不願先接受跨一大步，請你講句
『我要袋住先』。要解決政改問題，不是
『佔中』者、不是『（政改）諮詢三人
組』，更不是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是在香
港人手上。」

莫憂方案保守 定必與時俱進
被問及有部分人擔心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

會極保守，故不願「袋住先」。譚惠珠直
言：「你話設計方法好保守？只要有方法，
保守不保守是由當代人決定的。無論方法如
何保守，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開放。再者，
提名委員組成必然每屆不同，會跟隨當代要
求、思維、價值觀作改變。大家毋須擔心保
守方案不會有『好結果』。以後會否按要求
條件再有改？誰也不能說不可以。」
譚惠珠指出，香港「這頭家不易當」，中
央非常關注香港利益，以我了解，中央一直
都是平心靜氣的。正如上次（立法會議員訪
問）上海接待也不差。」故她盼望真正能夠
左右普選的人，不要拘泥於與他們交流的中
央官員的級數，溝通越暢通越好，「最重要
的是，方案要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規定
這把『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機不可失，惟反對

派糾纏於「國際標準」的「真普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強調，提名委員會組成必然會跟隨當代要求、思維、

價值觀改變，大家毋須擔心2017年的普選方案保守就不會有「好結果」，

故應該「袋住先」，為香港求突破尋求新出路，若政制原地踏步，會令

「雙普選」落空，「可能要等多十年」，更會令很多香港人失望。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
簽名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簽
名數字直線飆升。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向大聯盟

參與者致以衷心謝意，感謝大家的勇氣、
智慧、承擔，讓社會聽到香港的「真正聲
音」。她形容，香港像一個「浮在水面的
球」，即使「佔中」真的發生，大家不應
洩氣，而是要互相打氣，讓香港繼續在水
面自由浮動。
在昨日舉行的「香港學生發展研討會」
上，譚惠珠在演講一開始，就向大聯盟參
與者，以及計劃參與「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朋友致以衷心謝意，「因為你們的勇

氣、智慧、承擔，令大家聽到香港真正的
聲音。我們好希望2017年『一人一票』普
選行政長官。」

以浮水球喻港 互打氣令球浮動
她強調，香港有責任保持繁榮穩定不搞

「佔中」，但即使發生也毋須懼怕，
「『佔中』使唔使驚呢？唔使驚。香港是
不少西方社會羨慕的地方。綜觀外國警方
如何對待示威者？香港示威者以雨傘就可
以遮擋胡椒噴霧。香港像一個『浮在水面
的球』，即使『佔中』（發生），大家也
不應洩氣，而是要互相打氣，讓香港繼續
在水面自由浮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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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反佔中」參與者致敬

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古已有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
「一國兩制」白皮書，全面闡述中央對港大
政方針，但反對派就稱這是「激化社會對
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譚惠珠昨日指出，基本法沒有採用
「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的字眼，但寫
法並無削弱香港的自治權，中央擁有全國管
治權，經基本法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這
並非新事物。

歷朝由粵治理 港從無「主權」
譚惠珠昨日在「香港學生發展研討會」
上，澄清了白皮書「四大爭議」。針對中央
對港全面管治權的爭議，她說，基本法中雖
沒有採用「全面管治權」及「監督權」的字
眼，但中國是「單一體制」國家，香港有史
以來從無「主權」和全面的管治權。
她說，「早於秦朝，香港已經有駐軍，歷

朝被廣東地方政府治理。清朝鴉片戰爭『割
讓』香港前，香港由新安縣管治，香港是從
來沒有主權和治權。」
譚惠珠強調，「中央政府擁有全國管治

權，由新彊到福建，再到香港到吉林，中國
均有全部管治權，而香港經基本法授權享有
高度自治。......白皮書有關中央對香港管治
權，是首次寫得如此透徹，並是第一次從國
家層面角度提到憲制框架。」

基本法已訂明 駁斥收窄自治論
反對派質疑中央的監督權是「收窄香港

高度自治」，譚惠珠反駁，基本法已訂明
中央對港的監督權：基本法第十七條列
明，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若牴觸基本法會
發還重議，行政長官需述職，中央對港肯
定有監督權。

剛果釋法案 證中央擁監督權
她以「剛果（金）案」為例，說明中央對
涉及中央地方關係及中央管理事務有司法監
督權：當日中鐵在港上市，並在香港有4間
子公司，而當時中鐵到剛果（金）國家開礦
繳交了入場費，但由於剛果（金）國家數
年前欠下中東國家合約欠款，經國際訟裁後
被判敗訴，隨後美國禿鷹公司購買了債權，
並發現中鐵交剛果金一筆款項，並在香港興
訴訟。
譚惠珠續說，案件的關鍵在於英國採取

「有限度轄免權」，而中國外交政策是「絕
對轄免權」，當日高等法院依中國「絕對轄
免權」判禿鷹公司敗訴，其後上訴庭考慮香
港回歸前跟隨英國「有限度轄免權」，判禿
鷹公司勝訴，最終特區終審法院尋求人大常
委會解釋，人大常委會表明，香港屬於中國

一部分，只可與國家有共同的外交政策，故
「監督權非新事物」。

法官行使司法權實「治港者」
那法官是否「治港者」？譚惠珠再三指

出，香港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及審判權，而香
港法官是法治的主幹人物，是唯一能行使審
判權，因此，法官肯定是「治港者」，但並
非行政機構，「『愛國愛港』，效忠於國家
及香港特區，已可視為『愛國愛港』。審判
必然獨立，完全不受政治影響，而是按證據
判決。」
她又說到自己當年擔任大律師的體驗，律

師是幫助法官尋找真理的，「假髮黑袍」是
為了提醒要將個人思維「拋諸九霄雲外」，
「點解大律師要戴古怪假髮及披黑袍？因為
在10分鐘的更衣過程，提醒自己『我不是
譚惠珠』，不理甚麼政治看法，而是

『Officer of the Court』，只有一個身份：
幫助法官尋找真理。換上衣服就要獨立審
判。」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鄭治祖）前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馬時亨昨日在
出席一電台節目時
坦言，他擔心「佔
中」會令香港出現
動亂，並表明自己
反 對 違 法 「 佔
中」。
馬時亨昨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他反對違法
「佔中」，擔心
「佔中」會引發動

亂。他未有評論現任問責官員參與「保普選 反佔
中」簽名行動一事，只強調各人的想法各有不同，
尊重他們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做自己認為對的事。

支持按基本法人大決定普選特首
他續說，自己離開官場已經6年，看到政府施政
出現困難，是由於在一個比較不完善的政治體制下
運作所致，令市民對政府信任下跌，故他對香港目
前的狀況感到擔憂，倘在政制方面沒有任何改變，
香港將難以繼續有效管治和發展。
馬時亨強調，他個人支持2017年實行特首普選，
但普選必須根據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辦事，不能
偏離，又指香港的經濟力正在下降，香港必須急起
直追，停止內耗，否則只會不進則退。

■馬時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溫和反對派近年
已被鼓吹「佔中」的激進黨派牽鼻子走，但根據
「政改民意關注組」最近的民意調查發現，有67%
受訪市民認為應通過「談判」來爭取合理的普選特
首方案。民主黨多名資深黨員昨日指，民主黨目前
「兩面不是人」，既未能爭取激進者支持，也無法
肩負「談判」的責任。他們促請溫和反對派領袖要
多一點勇氣，了解民意，走出一條「談判路線」。

狄志遠：民主黨應負起更多「談判」責任
「政改民意關注組」成員、民主黨資深黨員狄志
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民主黨內對政改處理
手法存有分歧，此舉無助爭取普選，「（民主黨）
有些事兩面也不是：民主黨心內用一個『談判路

線』，走的卻是激進行為，『很擠迫』。好激進的
人都未必投票支持你。」
他續說，立法會議員4月上海之旅後，和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的會晤最終未能成事。他希望願意談判
的溫和反對派領袖要多一點勇氣，尤其民主黨在反
對派中算是大黨，應該更多地負起責任，聯同願意
「談判」的黨派，實際走出一條「談判路線」。

李華明：支持談判及「袋住先」民意上升
「政改民意關注組」另一成員、民主黨前立法會

議員李華明則稱，關注組的第二次民調結果顯示，
「反佔中」行動令更多人願意自稱建制派，支持談
判及「袋住先」的民意也上升，支持反對派者則出
現撕裂，一半要抗爭，一半要談判，反映「中間立

場」者要有自己的聲音。他希望通過關注組的民
調，可以給予反對派議員壓力，只要政改方案達到
「國際標準」，就應該通過。

張文光：不對話談判 不會有共識
民主黨中常委張文光稱，民主黨「有責任」為香
港爭取民主，當民主真的到來，也要付出黨的利
益。如果沒有一個和平的社會行動，對話「談判」
就缺乏了基礎和力量，但只有社會行動而最終不尋
找對話和「談判」，共識是不會從天而降的。
他呼籲，真正希望普選而非「撬票」的人，應
該讓各種力量有寬容的空間。「袋住先」方案雖
非民主黨的選擇，但開始討論是政治人的工作，
中央及反對派應以了解雙方底線作為討論的第一
步，否則會有愈來愈多憤怒的群眾支持的議員進
入立法會，並以拉布癱瘓議會運作，將會令香港
難以管治。

3老鴿促溫和反對派勇敢拓新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多名自稱關心香港
前途的人士發表「尋求共識實現普選」聯署聲明，
希望各界營造可平心靜氣商談的氣氛，尋求政改共
識。
參與聯署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及全國政協

委員戴希立昨日呼籲，各界應理性務實商討中間方
案，以免2017年特首普選落空。

陳婉嫻：不同政見者應放下己見
陳婉嫻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呼籲，不同政見者

應放下自己的成見：「我希望所有中間方案，不要
全部否決他人，所有中間方案也拿出來討論，這才
有商討空間。」

戴希立：「國際標準」空泛非理性討論
戴希立在同一節目上指出，自己仍未簽名支持

「反佔中」運動，但個人不贊成「佔中」，並質疑
反對派聲稱特首普選方案要合乎「國際標準」，但
何謂「國際標準」是十分空泛的，只是意識形態的
表述，並非理性務實的討論焦點。政制發展一旦原

地踏步，令市民失望。

周融：放棄暴力是對話前提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昨日在另
一場合指，他同意有關的聯署內容，也非常贊成有
人提出透過對話達致普選，「但前提是放棄暴力、
放棄『佔中』。」
他指出，大聯盟一直希望中央政府、特區政府
及70名立法會議員「好好坐低傾」，早前會見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時，亦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安排
溝通，個別政黨或數個議員分批會面也可，最重
要的是「唔好畀人用錢箍住政黨」，大聯盟也願
意向「佔中」伸出和平之手。

陳婉嫻戴希立籲理性論政改

■由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等聯合主辦「香港學生發展研討會」，譚惠珠發表演講，全面澄清了白皮書「四大爭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譚惠珠在演講
一開始，就向大
聯盟參與者，以
及 計 劃 參 與
「8．17和平普
選大遊行」朋友
致以衷心謝意。

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 攝

■譚惠珠指出，基本法沒有採用「全面管治
權」及「監督權」等字眼，但國家對港管治
權「古已有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