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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正積極籌備「8．
17和平普選大遊行」。大聯盟昨日介紹，會以
派出貼紙的數目計算遊行人數，遊行當晚會公
布估計人數，並於翌日召開記者會交代實際數
字。事實上，「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就是
要表達香港市民「反暴力」、要求「和平普
選」的呼聲和訴求。大聯盟以嚴謹、科學的方
法統計遊行人數，不但顯示出極高的公信力，
更有利傳遞出香港社會最真實、最強大的民
意。政改就是一場民意戰，大遊行氣勢愈
壯 ，依法普選的聲音就愈響亮，落實普選也
愈有希望。社會各界應踴躍參與大遊行，用腳
走出香港的普選路。

過去，反對派政黨組織所策動的遊行，最後
公布的數字都較實際人數「發水」多倍，目的
就是要撒豆成兵，製造出有利於自己的所謂
「民意」，這已經成為了反對派每次遊行的痼
疾，飽受批評。「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堅
持求真務實的作風，不但為每名遊行參加者貼
上貼紙以計算人數，更邀請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和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
分開不同地點點算遊行人數。為了確保數據準
確無誤，大聯盟更會在翌日的記者會上才公布
最終人數。整個安排一絲不苟，公開透明，數

據自然具有公信力和認受性。反對派按政治需
要隨口喊出的遊行數字根本不能同日而語。

「保普選 反佔中」的街頭及網上簽名行動
仍在繼續，反應空前熱烈，簽名人數已經突破
了120萬人，創下香港有史以來簽名行動的紀
錄。「8．17和平普選大遊行」也得到了社會
各界、不同團體的大力支持，報名參加人數不
斷上升。這些都反映廣大市民希望依法落實普
選、希望和平穩定發展的心聲。隨政改討論
進入白熱化階段，民意的走向將直接影響政改
的前途。這股巨大民意對於本港能否成功落實
普選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近來反「佔中」聲勢不斷壯大，市民要求
依法如期普選的聲音遍及全港。在民意壓力
之下，反對派也要重新返回溝通之路。現在
是本港政改的關鍵時期，港人普遍希望 2017
年依法如期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8．17
和平普選大遊行」站在維護法治、依法普選
的道德高地，廣大市民應該積極走出來，用
和平理性的腳步表達對普選的訴求。市民保
普選的聲音愈響亮、愈堅定，就越有可能推
動各方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尋求共
識，落實普選。民意愈壯，香港落實普選的
希望也就愈大！

大遊行氣勢愈壯 普選愈有希望
中文大學昨日公佈2013年度香港生活質素

指數，物業負擔能力比率創下12年來最差的
紀錄。需要留意的是，市民購買力和樓價嚴
重脫節，不但是民生問題，也反映樓市危
機。樓市缺乏購買力的支撐，泡沫風險只會
與日俱增，一旦爆破，無可避免帶來大震
盪，衝擊香港經濟民生，值得警惕。現屆政
府已致力解決房屋問題，各界應繼續支持當
局各項增加供應穩定樓價措施，協助市民安
居。

市民生活質素高低與多項生活因素息息相
關。本港樓價和租金價格持續上升，在調查
的21個指標中，以港人負擔物業能力下降的
情況最差，也顯示市民對能否置業安居最為
關注。確實，置業安居是許多港人的心願，
年輕夫婦需要房屋另組家庭。但調查以入息
中位數計算，市民需約14年的全部收入才能
購入市區一個400呎單位，即使租住單位，
租金升幅亦是許多基層家庭的沉重負擔。置
業難令港人晚婚、獨身和不生小孩的現象愈
來愈普遍，凸顯房屋問題對於市民生活質素
的影響，當局仍需力處理樓市問題，改善
市民生活質素。

由於現時超低利率環境仍然持續，熱錢

繼續流入本港，令近期樓市回復熾熱。差
餉物業估價處的數據和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均錄得本港樓價再創新高。中大的調查結
果不但顯示本港置業難的問題直接影響市
民的生活質素，而且顯示樓價升幅與市民
收入嚴重脫節。市民購買力越低，樓市風
險越大。樓市缺乏實際的購買力支持，令
樓市泡沫不斷集聚，樓市大震盪的風險越
來越大。

樓市供不應求是多年積累的問題。梁振英
特首上任以來，將房屋問題視作施政的重中
之重。現屆政府積極理順樓市供求，除大力
開發土地，增進公共房屋和私樓建屋量外，
又多次推出「辣招」冷卻樓市，穩定樓價，
取得明顯效果。如果沒有「辣招」遏抑炒賣
活動，今日的樓價可能存在更多暗湧。解決
置業問題，增加供應是根本之道，未來土地
供應和遏樓價措施仍需持續。然而，政府過
去推出包括東北發展和樓市「辣招」等措
施，不斷受到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和一些激進
團體的阻撓，令措施落實緩慢。社會各界應
排除干擾，支持政府的房屋措施，以解決住
屋問題，幫市民安居樂業。

（相關新聞刊A6版）

市民購買力越低 樓市風險越大
A5 重要新聞

政界：「過半數」門檻符基本法
符合少數服從多數民主程序 確保選出特首非對抗中央

梁李劉晤張曉明前續擺姿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明
日開始在政府總部分別與民主黨、反對派「飯盒會」個
別議員、公民黨及工黨進行4場會面，討論政改問題，
「政改三人組」會出席。消息指，與民主黨、公民黨及
工黨的3場會面均是一小時，與獨立反對派議員的一場
會面是一個半小時（見表）。
中央政府大開溝通之門，與反對派議員會面討論政
改。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在出席不同場合時，均繼續擺
出強硬姿態。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聲言，與張曉明的
會面時間非常接近人大常委會會議時間，但「遲到好過

無到」，將於會面時向張曉明主任反映，若人大常委會
決定普選特首提名門檻需過半數提委支持，對香港會是
「災難」，「如果今次『寫死』，真的堅持50%的提名
門檻，我相信是一個災難。」
工黨主席李卓人稱，他對首次會面不抱有期望，一次
討論亦難以達致共識，至於往後能否再傾下去，「要視
乎對方的誠意」，冀（全國人大）常委會不為普選「落
閘」，否則難有溝通空間，「如果人大今次『僭建』，
可能落閘或落框框下來，我們覺得這樣還有甚麼好
談？」

威脅「傾唔成」就「佔中」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倘若人大常委會最終決定令

選舉沒有「真正」選擇，她就會參與「佔中」，「當所
有門都關上……一定有限制、無『真正』選擇，我們一
起與『佔中三子』發動『佔中』。」
被問到人大常委會若決定特首候選人提名門檻要獲過

半提委會支持，她聲稱，仍然會希望各方能冷靜商討，
考慮是否一定不符合「國際標準」，但又稱要提委會過
半支持才能「出閘」的要求是「凶兆」。
民主黨獲安排首日會面是否因其票「較易箍」，劉慧

卿稱，民主黨的立場清楚，倘到今日「仍有誤會及幻
想，應被掃除」。就有消息指，如果政改方案拉倒，可

能要到2027年才有普選，她就稱，「這些消息非常恐
怖，也很厭惡性，如果來自北京（中央）或來自政府，
可以說是很可恥，何必這樣恐嚇香港人？」
另外，「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晚威脅稱，倘人大常

委會決定特首候選人須獲過半數提委支持才能成為正式
候選人，「佔中」及「大罷課」將「勢在必行」。

會見時間安排
會面日期 時間 對象
星期五（15日） 下午3時至4時 民主黨
星期一（18日） 上午10時半至中午12時 反對派個別議員
星期二（19日） 下午2時半至3時半 公民黨
星期二（19日） 下午4時至5時 工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釋出善意，並由明
日開始分批與反對派議
員會面。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
坦言，「遲溝通好過無
溝通。」她希望反對派
拿出誠意，把握機會表
達意見，不要為會面設
置障礙，不要堅持諸如
「公民提名」等個人立
場，否則如何商討都不
會有進展。
梁愛詩昨日坦言，反

對派過往屢次表達希望
就政改問題與中央溝
通，相信今次雙方會面
是好事。雖然有意見認
為會面的「黃金時間」
已過，但她認為「遲溝
通好過無溝通」，希望
反對派不要就會面設障
礙，「大家可以盡量表
達意見，即使不能一次
達成共識，但至少可以
拉近距離。」
她強調，反對派應拿
出誠意，把握機會表達
意見，而不應預設條
件，甚至繼續堅持諸如
「公民提名」等個人立
場，否則如何商討都不
會有進展，「如果大家
只是堅持自己的立場，
那就沒有甚麼作用了。
我也希望有一個坦誠的
討論。」
梁愛詩又期望，在人

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後，大家可按照
決定的指示，凝聚出一個共識方
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認

為，是次會面確有助加強雙方了
解彼此的想法，但認為會面最佳
時機已過去，估計今次會面只是
各自表述意見，自己對成果不太
樂觀。

鄭耀棠：「公提」兜轉費時間
他批評，反對派長時間以來擺出

越來越高的姿態，「在『公民提
名』方面，兜轉了整年時間沒有結
果，但到現在說要會面，說得不好
聽，已經過了那麼長時間，作為一

個國家，人家不能等你，你的意見
還沒表達就要繼續等你，不會是這
樣的。」

吳秋北：仍擺姿態缺誠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也批評反

對派過往一直在浪費時間，堅持「公
民提名」，若反對派與張曉明主任會
面時，繼續堅持違反基本法的「三軌
方案」，那只是擺姿態，令人看不出
他們有誠意。他期望全國人大常委會
對香港政改作出的決定寫得清晰具
體，不要留下太多模糊地方，以免引
起爭拗。

梁君彥：勿過分執着立場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認為，反對派

過去已錯過了不少溝通機會，他自
己作為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曾
安排過數次會面，但反對派每次都
非常堅持一個不符合基本法及人大
有關決定的方案，「講來講去嗰幅
被。」他希望反對派珍惜與張曉明
主任會面的機會，不要過分執着一
貫立場，但以他的認知，反對派未
必懂把握機會，令香港白白錯過普
選良機。
他續說，任何撕裂社會或將香港

兩極化的行動都會對香港不利，大
家應該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下尋求
出路，從而得出社會共同接受的方
案。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

周融認為，2010年部分反對派議員
沒有與中聯辦討論政改，是次反對
派大部分議員都願意與張曉明主任
會面，是一種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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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昨日接受鳳凰衛視訪問，討
論香港政改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主流
民意支持政改方案應「袋住先」，但反對派對
此反應強烈，聲稱絕不接受。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昨日強調，民主是「一步步」地發
展，不會有終結，即使今次方案不圓滿，也應
先行出第一步，今後逐步改進，「如果今次政
改又原地踏步，可能要再等10年。」
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指出，民

主是「一步步」地發展，不會有終結，正如過
去的特首人選由選委會選出，將來就會改由全
港選民選出，「這個改變已經行了很大的一
步。」因此，即使是次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不
圓滿，也應先行出第一步，今後逐步改進。
她坦言，「如果下屆（政制）改不了，就是10
年。10年是很長的時間。所以，人大常委會於
2007年已經有這個說法：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

長官。大家都期望2017年可以普選，若你令市民
這個期望落空，大家都會失望……香港若能『一
人一票』普選特首，已是很大收穫。至於提委會
組成及民主程序，日後可慢慢改善。」
梁愛詩又在訪問中重申，普選根本無「國際標
準」，也無分「真假」，各地只要根據其歷史和
經驗，定出「普及而平等」的普選方案，就已經
符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即將舉行會議，討論香港政

制發展問題。香港政界人士估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就香港未來政制發展方向

公布清晰的內容。根據基本法，提委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特首候選人，民主的

定義包括少數服從多數，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確定「提名門檻」為必須得到

過半數提委的支持，是符合基本法規定的，也可確保未來選出來的特首，不是

對抗中央者。

■■吳秋北吳秋北 ■■周融周融 ■■黃國健黃國健

有傳媒引述消息人士指，人大常委會稍後
的決定，會提到提名委員會須參考現時

選舉委員會，保留四大界別，有意參選人士先
取得一定人數提名，才能成為參選人，再由提
名委員投票選出候選人，候選人得票須過半
數，是「入閘易、出閘難」的方案。

梁愛詩：要有機制「精選」予選民選擇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在接受本報

查詢時表明不知詳情，要等待人大常委會的決
議，她個人不猜測決定內容。至於她何時訪京
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她說目前尚在等待委員
長決定會議的時間。
她昨日在接受鳳凰衛視節目訪問時則表示，
普選是希望行政長官有相當的民意支持、認受
性、公信力，因此，候選人應有相當比例的提
名委員支持，過半數支持是其中一個方式，符
合民主程序「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全港有
300多萬選民，如果無任何預選程序，可能會

出現百多名候選人，這是不可行，定要有機
制，『精選』一些值得投票的候選人給選民選
擇。」

鄭耀棠：中央需普選「零風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
認為，中央要保證百分百安全，要普選「零風
險」，故中央在這方面的立場目前沒有太大變
動。而中央的態度十分清晰，就是寧願香港發
生「佔中」，都不想選出來的行政長官有機會
危害國家安全：「中央態度絕對不允許一個要
『結束一黨專政』的人走進去選特首，因為如
果真的選出來，就真的對中國（內地）帶來無
限的災難，所以我自己評估中央兩者取其輕，
倒不如你去搞你的『佔中』。」

吳秋北：「逾半」門檻符民主定義
稍後將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港區人大

代表吳秋北指，參選人要取得過半數提委會委

員提名才可「出閘」，暫時只是傳聞。全國人
大常委會要根據基本法辦事，基本法規定特首
普選要有提委會，提委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特
首候選人，而民主的定義包括少數服從多數，
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最終規定提名門檻是過半
數，也是符合基本法的。
被問及有人指稱，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的提名

門檻是八分一，提委會門檻過半數是「苛
刻」，吳秋北指選委會與提委會性質不同，而
有關條件適用於所有候選人，難言苛刻與否。

周融：依憲制框架「搵位去傾」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認

為，即使提委會提名門檻需要過半數，只要是
確保一人一票及方案獲立法會通過，也是合理
方案。
他強調，各方應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
改作出決定後，在憲制框架下「搵位去傾」，
並應由在立法會有票在手的政黨及議員與中央
官員討論，以達至政改方案於立法會獲三分之
二票數通過。

黃國健：框架較緊屬正常推測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指，未聽聞全國
人大常委會將會訂出趨向保守的政改框架，但
由中央領導人及相關部門負責人所發出的訊
息，中央對普選問題的考慮點是國家主權和安
全，框架較緊，是正常的推測。

民主無終結「袋住先」再優化

■■鄭耀棠鄭耀棠 ■■梁君彥梁君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