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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將於本周五起，分批與立

法會反對派「飯盒會」議員會面。儘管多次遭

到不禮貌拒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仍然樂意與

反對派議員見面交流，表明了中央推動香港依

法如期落實特首普選的誠意。反對派議員應拿

出誠意，放棄偏離基本法的政改要求，認真回

應中央關於國家安全的重大關切，在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的框架下提出方案建議，不要再浪費

難得的溝通機會。

本港啟動新一輪政改以來，中央在與反對派議

員溝通方面，一再釋出誠意和善意。去年7月，

張曉明出席有全體立法會議員參加的午餐會，開

啟了中聯辦主任與立法會議員直接溝通的先例。

今年4月，全體立法會議員獲邀訪問上海，應反

對派議員的要求，特別安排時間讓他們與中央負

責香港事務的三位主要官員交流。同時，張曉明

主任還多次發出見面邀請，可惜，反對派議員扭

扭擰擰，自設障礙，浪費了許多溝通機會。中央

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滿足反對派議員溝通的訴

求，以往的溝通效果不理想，責任在反對派。此

次溝通，反對派議員應拿出誠意，回到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的軌道上來，為依法如期落實普選，採

取有建設性的行動。

張曉明日前出席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時特別講

到，要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慮香港的普選問

題。反對派議員應該從張曉明的講話中了解到，

香港特首普選，不僅僅是香港自身的事情，也是

整個國家的事情，它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的大局。對於中央來說，特首普選的最大

問題，就是不能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否

則將威脅國家安全，損害香港長遠利益。為此，

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必須具有把關功能，以確

保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愛國愛港。然而，反對派

議員至今仍在那裡講要向張曉明推介違反基本法

的「三軌方案」，並且要求提名委員會不能「篩

選」不愛國愛港的人。如果反對派議員不拿出誠

意，不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軌道，不認真回

應中央關於國家安全的重大關切，今次溝通恐怕

難有積極成果。

依法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是中央和

本港社會的共識。掌握關鍵少數票的溫和反對派

議員如果真心希望落實普選，就應拿出勇氣，尊

重民意，重返基本法框架與中央官員共商政改，

努力避免原地踏步，不辜負市民的期望。

中央樂意溝通 反對派須有誠意
「守護龍尾大聯盟」成員何來去年通過

法援申請司法覆核，指環評報告沒有特別

針對在龍尾發現的瀕危物種管海馬進行生

態評估，要求吊銷2010年批出的環境許可

證，高等法院昨日裁定其敗訴，並需支付

環保署署長訟費。事實上，龍尾工程符合

各項環保要求，法庭的判決說明以司法覆

核推翻龍尾工程毫無理據，以環保之名濫

用法援和司法程序，浪費納稅人公帑。當

局應慎重審批法援，遏止這種歪風。香港

未來尚有多項大型基建工程亟待上馬，各

界須警惕一些人將環保政治化，窒礙香港

發展。

法官在判詞中指出，環保署在環境許可

證發出後再委託漁護署進行的生態評估，

指出在龍尾找到的管海馬數目並不顯著，

龍尾不屬於管海馬的棲息地，意見專業。

而管海馬亦可在水中自由活動，因此環評

報告毋須特別針對管海馬進行生態評估。

這些都清楚說明，何來對生態評估報告故

意刁難，提出種種不合理要求，是在雞蛋

裡挑骨頭，根本沒有道理，是濫用司法程

序。

身為守護龍尾大聯盟成員的何來，在缺

乏理據之下仍然申請法援聘請律師進行司

法覆核。雖然高等法院裁定何來敗訴，但

龍尾工程因司法覆核而延誤，所增加的成

本已是難以挽回。何來在官司中的全部費

用由納稅人承擔，也毋須承擔任何責任，

這對納稅人極不公平。一些人士縱無理據

和勝算仍提出訴訟，濫用司法覆核，敗訴

責任又由法援承擔，做法不符法治社會的

程序公義，有關當局有責任予以遏制。

必須看到，社會上一些社運抗爭常客，

近年經常假借環保名義，企圖將各項基建

工程拉倒，這些行動實際是將環保政治

化，借環保搞政治，目的只為窒礙政府施

政。公民黨以挑戰環評報告為名進行的司

法覆核，最終令港珠澳大橋工程費用大增

88億元。本港目前包括興建第三條機場跑

道等多項大型工程亟待落實，前車可鑑，

各界須警惕環保政治化的禍害，避免香港

發展受到阻礙。

（相關新聞刊A13版）

遏制濫用法援 警惕環保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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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促反對派把握機會玉成普選
不應續高喊似是而非口號 宜依法理性務實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將於周五開始陸
續會見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但反
對派紛紛擺出「戰鬥格」。民主黨
聲言市民絕不接受所謂「袋住先」
方案，若普選落空，中央政府「責
任巨大」。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
稱，如果人大常委會決定行政長官
候選人必須獲過半數提委會成員支
持，對香港來說是「災難」。工黨
主席李卓人更聲言，這次會面只是
「走過場」。
反對派「飯盒會」昨日舉行會

議。「飯盒會」召集人、民協議員
馮檢基在記者會上稱，他們昨日上
午才接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通知，
將獲安排分批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會面。他期望趕及在人大常委會月
底就政改定下決定前，在會面上要
求中聯辦轉達政改框架不要「框得
太死」的意見。因為「框得太
死」，未來就沒有商討空間。他又
稱，即使未有中央官員南下與他們
會面，與張曉明主任討論政改也合
適。
早前曾與張曉明主任會面的教育

界議員葉建源認為，是次會面是近
來灰暗政治氣氛的「好消息」，相
信會面積極、有意義。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她將出席

會面，但批評特區政府早前的政改
報告未有「準確反映民意」，故將
在會面中反映她認為港人的「真實
意願」，又稱市民絕不接受所謂
「袋住先」方案。

劉慧卿要脅商全力「佔中」
她又聲言，若普選落空，中央政

府「責任巨大」，並稱如果特區政
府的政改方案不容許市民有「真正
選擇」，將會與「佔中」發起人商
量全力發動「佔中」。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稱，如果人大

常委會決定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
過半數提委會成員支持，對香港來
說是「災難」，是「閂埋門閂埋
窗」，違反政改「循序漸進」原
則，揚言不會支持「高門檻」方
案。工黨主席李卓人聲言，現時距
離人大常委會會議時間無多，是次
會面有如「走過場」。

鴿黨邀黃友嘉會面約句半鐘
同日，民主黨邀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

到立法會會面，出席者包括民主黨主席劉慧
卿、中常委張文光、前主席楊森等，歷時約1.5
小時。黃友嘉在會後表示，會上留意到，提名
門檻是反對派最關注的問題。他認為，如果要
在2017年實行普選，時間非常緊迫。各方對普
選方案仍存在許多不同看法，要達成共識的
話，需要在很多原則問題上收窄距離。

周四周六再邀劉佩瓊范太會面
劉慧卿會後雖稱，「冇嘢可以取代大家面對

面接觸」，但聲言不會接受「袋住先」方案，一
旦提名門檻需要「過半數提名」，民主黨一定參
與「佔中」。她又透露，民主黨將於本周四（14
日）及周六（16日），與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
和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會面，討論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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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
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接受本報

訪問時表示，中央已再三釋出善意，希望
與香港各界一起落實普選。他批評反對派
過往多次浪費良機，令政改問題牽起爭
端，「上次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時，反對
派只顧『做騷』，希望他們把握今次最後
機會，回應香港人2017年普選特首的願
望。」

盧文端：若堅持「公提」港人失望
盧文端又提醒反對派如果真心希望政制
向前走，必須重返基本法框架討論，「要
達成普選，關鍵在於反對派議員是否願意
務實妥協。如果堅持不符合基本法的『公
民提名』，恐怕只會令香港市民失望。」

王敏剛促反對派尊重民意
港區人大代表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認
為，張曉明主任主動邀請反對派會面，充
分展現中央落實普選的誠意及決心。至於
「反佔中」簽名活動，則充分反映港人
2017年普選特首的願望，促請反對派尊
重民意，與各界凝聚共識，「政治沒有甚
麼是放不下的，希望反對派不要再堅持自
己那一套。相反，要跟從民意而行，與香
港人一齊走出政制樽頸。」
他又強調，世界各國推動民主發展都以
保障國家安全為先決條件，「外國勢力近
年不時插手香港事務，反對派必須反思。
在政改問題上，不能只講國際標準，卻不
理會國家安全及香港實際情況。」

鄭耀棠：會面黃金時間已過去
將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的港區人大代表

鄭耀棠坦言，若反對派現時才肯應邀與張
曉明主任會面，已錯失最好時機，「一而
再、再而三邀請你去；一而再、再而三鬧
彆扭。扭到現在， 分分鐘人大常委會已
經有決定，你去見面，大家只是交換一下
你的立場、我的立場，最黃金的時間已經
過去了。」

黃友嘉料會面有成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表示，反對派
與中央溝通有必要，尤其是過去的政改討
論浪費了不少時間，「行了冤枉路。」他
對張曉明主任會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成
效，持正面態度。即使距離人大常委會就
政改作出決定的時間很短，但認為溝通會
面總是好事，「溝通好過唔溝通。」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

林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前，張
曉明主任釋出善意，與反對派會面，相信
是要聽取香港社會各界對政改的不同意

見，讓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適當決定。

陳鑑林：開前設條件不合情理
不過，陳鑑林批評，反對派在會面尚未

展開時就擺出強硬態度，開出很多前設條
件，不斷向中央「步步進逼」，一定要中
央「硬食」違法的「三軌方案」，這種做
法完全不合情理，更對政改討論完全沒有
好處。

王國興：反對派重施故技令人失望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中央政

府一直以開放的胸襟及積極態度，表明願
意跟反對派溝通，但反對派卻不斷預設條
件，從會面時間、地點、方式等「搬龍門」，

令多次會面安排無疾而終，令人惋惜。
他批評，反對派是次重施故技，未見面

已經提出很多條件，以及強迫中央答應他
們不切實際的條件，令人氣憤及失望。他
希望反對派放下成見，拿出誠意與張曉明
主任會面，共商政改。

葉太：宜把握機會坦誠溝通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坦

言，政改方案須獲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
支持，故期望反對派與張曉明主任會面，
加強雙方溝通，達成共識。雖然一次見面
不能有戲劇性突破，但有溝通總比沒有溝
通好。以現今政治環境而言，安排會面需
要克服很多困難，呼籲反對派好好把握機

會，坦誠溝通，向中央反映對香港的期
望。

姚思榮：中央三釋善意遭冷待
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表示，上海之

行反映反對派對中央展現的誠意表現得十
分冷淡，當時僅10多名反對派議員參
與。訪問團回港後，張曉明主任曾多次邀
請反對派會面，但反對派卻不斷開出條
件，浪費會面機會。今日，中央第三度向
反對派釋出善意，但反對派要求多多，說
甚麼「唔會袋住先」，以及高喊似是而非
的口號，令人質疑他們沒有誠意解決問
題。若政改方案最後被否決，責任完全在
反對派身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啟動政
制檢討作決定的前夕，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再次釋出善意，樂意與
反對派會面。香港社會各界呼籲
反對派把握機會，尊重市民希望
2017年普選特首的意願，重返基
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基礎上，理性
務實地與各界凝聚政改共識，不
應繼續高喊似是而非的口號。若
政改最後遭否決，責任在反對派
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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