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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簽名大遊行對保普選維穩定意義重大
「保普選反佔中」大簽名行動啟動以來，已有超過
120萬名市民通過網上和親身簽名參與。這些是實實在
在的數字，沒有任何「水分」！以往大家都說香港是
經濟城市，市民對政治比較冷感，此次市民踴躍參與
大簽名的熱情前所未見，這說明香港人頭腦清醒，明
白現在處於落實普選的關鍵時刻，大家期盼落實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關鍵是要依法辦事，要

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規定而行；同時，香港落
實普選要兼顧繁榮穩定，不能為了爭取所謂的「真普
選」而不惜發動「佔中」，犧牲香港的繁榮穩定。大
遊行得到本港多個團體的支持，是港人溫和、理性、
守法的力量展示，反映市民希望用和平理性的腳步，
表達反對暴力、維護香港法治與繁榮安定的訴求，走
出屬於港人的普選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出席國
慶籌委會成立大會致辭時，對大聯盟和大簽名活動的
發起者、參與者表示崇高的敬意，認為是「順應民

意、彰顯民意之舉」。這是對大簽名大遊行的充分肯
定，更加彰顯出行動對促進落實普選、維護繁榮穩定
意義重大。

工商界積極「保普選反佔中」
身為本港工商界的一員，根據個人的經歷，以及觀

察香港數十年的變化，本人始終認為，社會穩定是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民主的前提，沒有了穩定，
其他任何問題都是沙上建塔，尤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保持良好的營商環境更加不可或缺。包括中華
廠商聯合會、中華總商會、香港總商會、地產建設商
會、工業總會等幾大商會多次舉行聯合記者會，明確
表達對「佔中」癱瘓中環、損害香港穩定的憂慮。商
界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中流砥柱。中聯辦副主任殷
曉靜亦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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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夠成為「東方之
珠」，成就來之不易，是幾代港人以血汗打拚換來的
結晶，商界及廣大市民都不希望香港受到違法暴力的

衝擊，令多年積累
的發展成果毁於一
旦。

「8．17」要大膽地
行出來

正所謂「家和萬事
興，家衰口不停。」落實普選是中央對港的莊嚴承
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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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固執要求一步到位，要「符合
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否則就以「佔中」相逼，最終
受害的，還是全體港人。目前外圍經濟風險不斷加
大，香港如果爆發「佔中」，引發資金大量撤走，極
有可能釀成新一輪金融風暴。現時社會需要更多理性
聲音，「保普選反佔中」行動正是一個讓市民發出正
義之聲的平台，向「佔中」搞手顯示求穩定、求發展
的真正民意，阻止「佔中」搞亂香港。各位商界友
好、各位市民，「8．17」要大膽地行出來，表達「保
普選反佔中」的心聲，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蔡德河 原全國政協委員

支持「保普選 反佔中」「8．17」維園見！
本月底人大常委會將對本港普選作出決定，對本港民主發展意義重大。「保普選 反佔

中」大聯盟繼發起大簽名行動後，將於本月17日再發起聲勢浩大的「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大簽名、大遊行反映廣大香港市民希望依法落實普選、希望和平穩定發展的心聲，傳

遞出香港社會最真實、最強大的民意，為香港做了一件大好事。本人雖已屆耋耄之年，但不

論作為工商界人士，還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為了香港好，為了港人的共同利益，為了普

選能夠依法順利落實，本人覺得是時候挺身而出，用腳步支持「8．17和平普選大遊行」活

動，與全港市民匯聚成強大的聲音，反對任何借普選名義搞亂香港、破壞繁榮穩定的行為，

共同捍衛香港我們的美好家園。「8．17」，大家維園見！

■蔡德河

黎智英的「黑金醜聞」至今對反對派造成了兩大重創：一是暴
露了反對派政客的虛偽和雙重標準嘴臉，粉碎了他們多年來賴以
為生的所謂道德光環；二是讓市民看清楚反對派與黎智英背後的
權錢關係。拿人手短，吃人嘴軟，更何況財政命脈都繫於金主一
人？說明反對派政客不過是黎智英「豢養」的棋子，扯線傀儡，
並沒有個人意志，服務的也不是香港市民。這樣便衍生出一個問
題，就是假如反對派人士成功入閘特首普選，並且成功當選，他
效忠的究竟是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還是黎智英及其背後的外
國勢力？是擁護基本法，還是美國英國憲法？是以香港和國家的
利益為依歸，還是為外國勢力效犬馬之勞？這些都關係到香港利
益，如果讓黎智英的傀儡當上特首，只會為香港帶來禍害。

暴露反對派虛偽嘴臉
反對派被揭發秘密收取黎智英龐大政治捐款，已不是第一次。
上一次foxy解密文件已經揭露過一次，當時反對派的表現已經極
為不堪，但估不到他們並沒有反省改過，反而繼續肆無忌憚的收
錢，而他們在這次東窗事發後的表現，更加慘不忍睹。陳方安
生、李柱銘向外界表現出什麼是「人無恥則無敵」的境界，對於
捐款直認不諱，並且自稱是為了「民主大業」，揭發者是要煽動
「白色恐怖」云云。這番說話出自當年一手製造「郭亞女事
件」，令骨肉分離，當事人受盡痛苦的陳方安生之口，是莫大諷
刺。陳李兩人，一為前高官一為前議員，一邊從事公職一邊收取
巨款為金主服務，陳方安生更連老臉也不要向銀行施壓，這樣的
前反對派共主，令人噁心。
至於「勞工鬥士」李卓人、梁國雄，原來一直將黎智英捐款
「私扣」，黨友都被蒙在鼓裡，如果沒有揭密文件，有關巨款早
已「袋袋平安」。兩人對外裝出一副為弱勢打拚的模樣，但多年
來沒有為弱勢做過什麼，反而自己就賺得「盆滿缽滿」，李卓
人、梁國雄不過是假弱勢之名，為自己謀取私利的虛偽政客而
已。他們就如浮士德一樣早已為了榮華富貴，向魔鬼出賣了靈
魂。還有毛孟靜、涂謹申和陳淑莊在立法會選舉期間收取黎智英
選舉捐款，並沒有依法申報，被揭發後不斷前言不對後語，三人
一直堅稱沒有收過黎智英一毫子，公然說謊，盡顯其誠信破產，
這樣的議員根本就沒有資格出任公職，更要為自己的行徑承擔刑
責。

外國代言人掌權香港遭殃
反對派的虛偽行徑固然令人不齒，但更令外界關注的，卻是反對派政黨政
客幾乎無一例外的接受黎智英捐款「豢養」，以「家臣」自居，而這些人擔
任立法會議員時，已經不避嫌的為金主效勞，為壹傳媒的營利憂心如焚。但
至少他們現時未有掌握行政權力，如果他們當中有人將來可以成功入閘參選
特首，並且在外國勢力的支持下成功當選，成為特首並且組織政府，試想，
屆時由陳方安生當特首、李柱銘做律政司司長、李卓人當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涂謹申做保安局局長、毛孟靜當民政事務局局長，其他反對派政黨大老
通通入閣，「佔中三子」也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屆時將出現一個什麼樣
的情況？
很明顯，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整個特區政府的團隊都將成為了黎智英及
其背後勢力的傀儡，就如近年美國不斷在世界各地以武力扶植的親美政權一
樣，事事以美國利益為先，將國內的資源全部賤賣予美國企業。而市民得到
的只會是一個社會動盪、族群撕裂、經濟凋敝的環境，兩地關係也將會劍拔
弩張，廣大市民都是受害者。黎智英的傀儡不能當特首，這是為了香港利益
着想，而如何做好把關工作，關鍵就在於提名委員會制度，反對派千方百計
要架空提委會，原因也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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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孟靜被記者窮追猛打，質詢有沒有收黎智英捐款，毛孟靜
一直說沒有，並且說這些錢都是丈夫提供的。記者再追問，她
的丈夫或其他人有沒有收到黎智英50萬元捐款，然後再轉給
她，毛孟靜即暴跳如雷，說記者侵犯她的私隱，並且冒犯了她
的丈夫，還警告記者，不應該引述洩密的電郵，因為這不是聖
經。
作為一個公職人物，毛孟靜收取捐款，就應該作出申報：第
一，立法會作出了議員必須申報利益的規定，受了人家錢財，如
果在公共事務上為這個金主的利益服務，就是接受了賄賂。遇到
這些情況，必須避席。第二，任何公民都應該向稅局報告自己的
各類收入，包括所謂捐款，這是入息的一部分。何況有一些議
員，為境外勢力提供各種服務，突然收到捐款，這明顯是一種報
酬。在道德上應該受到譴責，在稅務條例上，這是秘撈的收入，
一定要繳交入息申報到稅務局。如果瞞報，就是犯法行為。
作為立法會議員，擔任公職，運用公權，這種秘撈的收入，絕
對不是私隱，除非毛孟靜不再擔任立法會議員。至於她的丈夫支
付她的50萬元，剛好和黎智英的捐款金額相同，時間也非常吻
合。然而，毛孟靜所提供的銀行帳戶，並不包括黎智英捐款的這
一個時期，這捉住了毛孟靜最心虛膽怯的地方，她說是「私
隱」，就是不讓查下去。事情到了這個階段，市民已經到了廉署
報案，紙怎能包住火？
說到「丈夫被冒犯」，毛孟靜可說是雙重標準。她大概在立法
會和社會上橫行慣了，她對行政長官、對官員更粗暴無禮一百倍
的說話，也說過了。為甚麼她對別人冒犯是順理成章，自己涉及
收取「黑金」問題，反而不允許記者追問？毛孟靜要隱瞞，閃閃
縮縮，拒絕交代她丈夫在黎智英捐款期間的帳戶出入，就是拒絕
交代「黑金」的來龍去脈。公民黨、她的丈夫有沒有代收？怎能
一句話「被冒犯」就可以逃跑？從來沒有一個公職人物敢像毛孟
靜那樣耍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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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民意爭奪日趨激烈，不時有機構藉着網
絡平台造勢。因學術研究需要，筆者既參與了
「佔中公投」，也參加了「反佔中簽名」。無
意比較兩者的參與人數，唯試圖研究其公信力
水準，及其提升公信力的形式。

運作基礎的合法性
啟動任何項目都不能一廂情願，而必須分析

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一個前置條件不成立的偽
命題，何來真實的民意：沒有合法性，何談公
信力？「佔中公投」冠以所謂「公投」的模
式，這在香港是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的，也是
非法且無效的。「佔中公投」推薦的三個政改
方案都含有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元素，
實乃鼓動市民拋開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另
搞一套。
「反佔中簽名」是呼籲市民勇於通過網絡發

聲，運作基礎是市民有充分言論自由，可以以
合法方式表達對實現政改、希望和平、反對
「佔中」與暴力的想法。
有規則才有公信力，項目運作得靠嚴格的制

度說話。在網上行動的組織過程中，必須有明
確的制度設計，一經確定不能隨意更改。「佔
中公投」在籌備過程時，在原來三個方案上臨
時增加新的題目；在勝負標準上一縮再縮，由
30萬到23萬再到10萬，投票不足10萬就意味
行動失敗；在時間安排上，先是擅自提前進行
模擬投票，後是肆意將投票時間延長至一周以

上。
「反佔中簽名」自始至終強調活動時間不

變，提交資料類型不變，宣言與聲明的內容
一如以前。保持着本應有的嚴肅性，而遠離
隨意性，更沒有施出「搬龍門」此類伎倆，
這是對規則的敬畏，也是對公眾的尊重。

最大程度公開數據
互聯網具有實時、公開、透明等特徵，還具
有強大的邏輯分析與數據計算水平，這也是人
們信任網上行動的根本原因。「佔中公投」在
運作過程中刻意隱瞞實時數據，而通過人工方
式每隔一小時公佈一次，讓人覺得不真實、不
自然，有為某種意圖而有意為之的嫌疑。正如
網上傳言所說，即便「佔中公投」受到駭客攻
擊，大部分網民都無法訪問，但其參與人次仍
然以每小時數萬的幅度增加，這怎能不讓公眾
質疑其數據的真實性。
「反佔中簽名」的參與者只要提交一次，網
上平台的數據就會增加一個，以此時刻告知公
眾現時的參與人數。在運作過程中，網上平台
會向每位參與者分配一個編號，先參加的號碼
較小，後參加的號碼慢慢變大，符合邏輯與規
律。

公關的利用與濫用
過度公關，受損的往往是自身的公信力，網

上行動亦是。主辦方既要告訴網民行動進展，

也要動員網民參與，公關環節不可或缺，但存
在着利用與濫用的邊界。「佔中公投」在公關
手段上不加選擇，沒有節制。在題目設定、勝
負標準、落敗後果等問題上不斷「搬龍門」，
為催谷投票率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一些無良傳
媒參與炒作甚至協助造假，意圖魚目混珠誤導
網民。蓄意炮製出所謂駭客攻擊的鬧劇，藉着
這些大打悲情牌，通過傳媒渲染，失去底線蠱
惑公眾。
「反佔中簽名」舉辦至今，只召開了一次記

者會，三次向傳媒發稿通報活動進展。即便在
面臨駭客攻擊的問題上，也只是就事論事，並
採取合理方式回應，沒有明顯指向性。
互聯網讓簽名活動延伸了「半徑」，抵達更
遠的目的地。「反佔中簽名」使得在海外經
商、就學的港人也可以就香港普選問題表達意
見與立場。而「佔中公投」卻將海外港人屏蔽
在局域網外，需狹隘地用本港手機號碼進行驗
證，而海外港人大部分沒有本港手機號碼，這
是莫大的不公。
不論是7萬餘人參加「佔中」實體票站投
票，還是70餘萬人通過網絡參與「佔中公
投」，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刻意把數據抬
高」，只會壓低公信力。「佔中公投」篤數造
假太過離譜，每小時隨意增減數據，只會讓公
眾更加看清個別機構的底細。網上行動公信力
不能只靠公關，否則只會是騎劫民意，混淆視
聽，誤導公眾。

「佔中公投」與「反佔中簽名」的比較

黎子珍

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沒有變 也不會變

香港社會對中央發表的《「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進行了熱烈
討論，有人認為白皮書偏離了中央當初提出
的基本方針政策，也有人擔心中央是否會收
窄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一些反對派人士更刻
意歪曲，聲稱白皮書「收窄香港的高度自治
權」，「特區政府一直享有的權力都被白皮
書一筆勾銷」，將「『一國兩制』打爛」，
「五十年不變已經提前取消」。張曉明指
出，這些說法如果不是故意歪曲的話，就是
過慮了。

白皮書重申對港「一國兩制」政策
張曉明指出，白皮書在方針政策上沒有創

新，至於個別提法聽起來有點新鮮，但都是
載入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之中的有關方針
政策的應有之義，連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
所駐港高級研究員在深入研究白皮書後發表
的文章都指出，中央政府只是透過白皮書重
申其對香港長久以來奉行的「一國兩制」政
策，並沒有重新界定其對香港政策。
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駐港高級研究員

夏添恩於7月11日在智庫網站發表題為《白
皮書並不顯示北京對香港政策有變》的報
告，指出香港有人將白皮書解讀為中國改變
其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中作出的承諾，
大多數批評都集中在「全面管治權」上。但
實際上，有關內容明顯是從中國作為單一制

國家的角度作出解釋，強調了中央依法行使
對香港特區的直接管治權，同時下放權力予
香港實行高度自治，「（白皮書）僭越中英
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訂明的權力」的論點完
全沒有事實根據。
反對派刻意誤導港人，聲稱白皮書代表中

央「收緊」對港政策。陳方安生及李柱銘更
到英國「告洋狀」。不過，陳李二人在英國
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上卻大出
洋相，非但「求援」不成，更遭英國議員質
疑。多名發言的英國議員強調，他們不認為
中國政府對港政策有實質改變，揶揄陳李兩
人的所謂「控訴」只是「猜測及詮釋」，質
疑二人拿不出任何證據。

讀懂鄧小平的話就可理解白皮書
上世紀80年代中央提出解決香港問題的基

本方針政策後，香港社會也曾出現過擔心中
央的政策會變的聲音。張曉明指出，「一國
兩制」偉大構想的創立者和奠基人鄧小平先
生早就說過：「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
下實行兩種制度」，「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
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提，沒有這個
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己
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
鄧小平代表中央對香港的上述承諾，被全面
寫入基本法中。基本法在第一章中就明確規
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
式，五十年不變。」
張曉明又引述鄧小平說，「港人治港有個

界限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來治理香港」。鄧小平還說，「自治不
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
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了。」鄧
小平先生還告誡說：「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
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
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
際。」張曉明指出，只要真正讀懂了鄧小平
的這些話，自然就會理解白皮書裡所講的觀
點和說法，就不會成為問題。白皮書中講，
「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
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
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高度自治」，這樣的
提法也是容易理解的。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早
就指出的，關鍵是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執行
「一國兩制」方針。

政改通過與否 「一國兩制」不動搖
在普選爭論令一些港人對香港前景感到擔

憂的情況下，張曉明告訴大家，中央領導人
多次強調，不管這次政改方案能不能獲得通
過，也不管在此過程中香港會遇到多大風
浪，中央都將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
方針不動搖。這不僅表明中央對於政改方案
通過或不通過的兩種結局，都已做好充分準
備，而且再次顯示中央支持香港一以貫之，
這無疑給港人一個定心丸。
事實上，中央真心誠意推動香港依法如期

落實普選。但如果反對派不願意回到基本法
的軌道上來，堅持綑綁否決政改方案，天也
不會塌下來，中央都將堅持在香港實施「一
國兩制」方針不動搖。至於「佔中」活動是
不是發生，到底掀起多大風浪，特區政府和
中央都有能力依法制止和解決，廣大港人也
都會堅決抵制，絕不允許「佔中」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同胞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發表講話，其中有關
中央對港方針政策不動搖的論述，澄清了有人對白皮書的故意歪曲，消除了
某些人的憂慮，極大地增強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在普選爭論令一
些港人對香港前景感到擔憂的情況下，張曉明告訴大家，中央領導人多次強
調，不管這次政改方案能不能獲得通過，也不管在此過程中香港會遇到多大
風浪，中央都將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這不僅表明中央
對於政改方案通過或不通過的兩種結局，都已做好充分準備，而且再次顯示
中央支持香港一以貫之，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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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致辭系列解讀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