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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下周審議政改報告 12 港人代列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全國人大常委會下周
舉行會議，屆時將審議特首梁振英提交的香港政改報
告。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與中聯辦副主任殷曉
靜會面，會上確認將有 12 名港區全國人代赴京列席會
議，並由身兼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譚惠珠出任團長。
殷曉靜於會上重申中央政府對香港政改的原則及立
場，包括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決定、顧及國家安全和特
首須愛國愛港等。有將會列席的港區全國人代透露，
會於會議上提及「反佔中」活動取得的成績，反映港
人希望依法達至普選的訴求。

譚惠珠任團長 昨與殷曉靜會面
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到中聯辦與殷曉靜會
面。港區全國人代馬逢國昨日於會面後表示，會上確
認了列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 12 名港區全國人代名
單。團長由譚惠珠出任，團員包括馬逢國、王敏剛、

盧瑞安、葉國謙、史美倫、吳秋北、張明敏、鄭耀
棠、姚祖輝、黃友嘉、廖長江。
馬逢國透露殷曉靜在會上「幫大家溫書」，重申中
央對香港政改的立場和原則，包括符合基本法及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及特首須愛國
愛港，但沒有提到特首普選具體的提名方案，及參選
人須於提名委員會獲過半數提委支持才可「出閘」。

向中央反映意見後 列席者增2人
他說，暫時未收到議程，但估計全國人大常委會會
先分組討論，根據過往經驗會分成 6 組，收集意見後整
理建議，再進行表決，而殷曉靜在會上希望港區全國
人代積極發言。他表示原本只有 10 名港區全國人代可
以列席，但他們希望可以有更多代表列席，向中央反
映後增至12名。
對於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今日起
在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會面，馬逢國透露殷曉靜在會
上鼓勵港區全國人代應邀出席。他認為各方應把握全
國人大常委會開會前的最後機會，與中央溝通：
「（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前，人大、中央包括人大
辦公廳人士最後一輪聽意見，當然可能再藉此機會表
達中央的一些看法。」他相信人大辦公廳會聆聽出席
者的意見，並向中央反映。

葉國謙：表達市民對「佔中」擔憂
身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的葉國謙昨日透露，殷曉靜
於會上亦重申香港政改必須顧及國家安全、維持資本
主義及保持各界均衡參與等，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
亦有出席。葉國謙表示於列席會議時，會表達香港市
民對「佔中」及政改處於拉鋸局面等的擔憂，及民建
聯的政改方案。

身兼工聯會理事長的吳秋北昨日說，屆時會提及工
聯會的政改方案，包括報名參選特首的人士要填妥聲
明，表明會擁護國家憲法、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
別行政區，而提名程序須符合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原
則，參選人須獲過半數提委支持「出閘」。身為「保
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言人的他會提及大聯盟取得的
成績，包括簽名活動及「8．17 和平普選日」的參與人
數，反映港人希望依法達至普選的訴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列席
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名單
團長：譚惠珠
團員：馬逢國、王敏剛、盧瑞安、葉國謙、
史美倫、吳秋北、張明敏、鄭耀棠、
姚祖輝、黃友嘉、廖長江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政改三場座談今起深舉行
王光亞李飛張曉明出席 林鄭重申良性互動屬好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香港政改作出決定前夕，中央官員再就政改討論向反對
派伸出橄欖枝。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今明兩日在深圳舉行三場政改座談會，與港區
全國人大政協、全體立法會議員、特首選委會成員等會
面，反對派議員更獲單獨會面的安排。將列席座談會的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重申，交流屬良性互動是好事。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亦促請反對派珍惜來之不易的溝通機
會，切勿再糾纏於違反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方案，以免
普選落空令港人失望。

林鄭袁國強譚志源將列席
一連兩天的座談會今起在深圳五洲賓館進行，王光亞主任
一連兩天的座談會今起在深圳五洲賓館進行，
王光亞主任、
、李飛
主任和張曉明主任等官員與香港各界人士就政改問題溝通交流。
主任和張曉明主任等官員與香港各界人士就政改問題溝通交流
。這
次座談會是中央官員繼今年4
次座談會是中央官員繼今年
4 月「上海之行
上海之行」
」後，數月內第二次與全
體立法會議員會面，
體立法會議員會面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導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領導、
、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為成員的「
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為成員的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
」
亦將列席座談會。
亦將列席座談會
。
中央官員在今日上午先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中央官員在今日上午先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下午會見包括反對派在內的立法會議員
下午會見包括反對派在內的立法會議員，
，共有 49 名議員報名
名議員報名。
。
包括民主黨5
包括民主黨
5 名成員
名成員，
，公民黨的梁家傑
公民黨的梁家傑、
、郭榮鏗
郭榮鏗，
，民協的馮檢基
民協的馮檢基、
、教
協的葉建源、
協的葉建源
、公共專業聯盟的莫乃光及梁繼昌等
公共專業聯盟的莫乃光及梁繼昌等。
。至於
至於「
「新民主同
盟」的范國威
的范國威、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公民黨的湯家驊及郭家麒
公民黨的湯家驊及郭家麒、
、激
進反對派「
進反對派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
」的兩名議員和黃毓民均稱不會出席
的兩名議員和黃毓民均稱不會出席。
。
第三場座談會將於明日舉行，
第三場座談會將於明日舉行
，包括有特首選委成員和各界人士出
席。有消息指
有消息指，
，民主黨張文光
民主黨張文光、
、羅致光
羅致光、
、李華明
李華明、
、公民黨余若薇
公民黨余若薇、
、
黎廣德、
黎廣德
、民協廖成利會參與
民協廖成利會參與。
。法律界方面有選委陳景生
法律界方面有選委陳景生、
、張達明
張達明、
、
麥業成，
麥業成
，而學界代表有
而學界代表有「
「十八學者方案
十八學者方案」
」的方志恒
的方志恒、「
、「十三學者方
十三學者方
案」的王于漸
的王于漸、
、郭國全
郭國全，
，和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馮可強等
和香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裁馮可強等。
。

反對派議員獲安排單獨會面

■王光亞
王光亞。
。 資料圖片

■李飛
李飛。
。 資料圖片

■張曉明
張曉明。
。 資料圖片

反對派預告﹕要求人大勿「落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15 名今日到深
圳參與政改座談會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接獲通
知，在全體議員見面後，可以和中央官員單獨會
面交流政改意見，反對派議員預告會提出希望人
大常委會不要就政改「落閘」，並要求修改 2016
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提出獨會李飛 中央誠意速回應
反對派早前與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會面時，提出
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等中央官員會見全體立法會議員時，可以
單獨和反對派見面。中央以最大誠意迅速作出回
應，「飯盒會」召集人馮檢基昨日表示收到通

知，今日下午 3 時舉行的座談會，首兩小時將有
全體議員出席，最後一小時則是反對派議員和中
央官員會面。反對派早前在飯盒會特別會議取得
共識，會向中央官員反映兩個訊息，一是希望人
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決定時「不要落閘」，二是
要求修改2016年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今次是繼 4 月「上海之行」後，中央官員再次
與反對派議員單獨會面。在「上海之行」中，港
澳辦主任王光亞、李飛主任和張曉明主任應邀與
立法會議員座談，座談會歷時近 4 小時，42 名建
制派議員在出席前半段全體會議後主動退席，將
餘下兩小時留給 10 名反對派議員，希望反對派能
藉此機會與中央建立良好的溝通關係。

﹁

反映中央真心實意落實普選
中央為落實政改展示了最大誠意，
中央為落實政改展示了最大誠意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認為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認為，
，中央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於月底就政改作出決定前，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於月底就政改作出決定前，
立法會議員討論政改，
立法會議員討論政改
，反映中央真心實意在香港落實 2017 年特首普
選，促請反對派珍惜來之不易的溝通機會
促請反對派珍惜來之不易的溝通機會，
，切勿再糾纏於違反基本
法的政改方案或北上「
法的政改方案或北上
「做騷玩嘢
做騷玩嘢」，
」，以免令港人失望
以免令港人失望。
。

﹂

談與張曉明會面 郭榮鏗形容十分坦誠

﹁
3
A
﹂

佔中 或累港失

林鄭月娥昨日證實王光亞主任、
林鄭月娥昨日證實王光亞主任
、李飛主任和張曉明主任會與反對
派議員單獨會面。她表示
派議員單獨會面。
她表示，
，早前反對派
早前反對派「
「飯盒會
飯盒會」
」議員要求與中央
官員單獨會面，
官員單獨會面
，在短時間內得到回應
在短時間內得到回應，
，形容雙方溝通及交流屬良性
互動，
互動
，是好事
是好事，
，可向中央反映意見
可向中央反映意見。
。特首梁振英較早前回應座談會
安排時亦指，
安排時亦指
， 反對派及其他各個界別的議員多與中央官員溝通商
談，對促進 2017 年普選有幫助
年普選有幫助，
，更會對促進香港各界人士認識了解
中央對某些問題的立場和看法有幫助。
中央對某些問題的立場和看法有幫助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較早前與反對派「飯盒會」議員進行四
場政改交流，反對派議員普遍歡迎會面，參與
會面的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昨日形容會面
坦誠，又指張曉明主任清楚直接指出，普選問
題是牽涉國家安全。

郭榮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日前與張
曉明主任的會面十分坦誠，但分歧仍然很大，
對方清楚直接地指出政改問題是牽涉國家安
全，也是中央對香港政改的首要考量。他又引
述張曉明主任提到對國家安全的風險，明言憂
慮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更擔心可能會出

現「顏色革命」等。會面期間，他向張曉明主
任反映「港獨」之流只是少數，並提出不接受
「袋住先」及「篩選」的意見，但對方帶出的
訊息是不會有平等談判，只是聽意見。
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在同一節目中亦指，
與張曉明主任有坦誠會面，會面中在分歧議題
上有少許火花，但對方沒有「轉彎抹角」，又
有談到兩地法律問題，能以開明態度討論政治
立場，對方也提出「機構提名」的問題。

評級

■今年初
今年初，
，立法會議員
訪問上海。
訪問上海
。 資料圖片

中央屢釋善意 反對派愛「做騷」
中央官員近年亦連番向反對派釋出善意，奈何
反對派卻「做騷搞事」，令雙方無法對話。在
2013 年 7 月初，張曉明主任應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邀請，成為香港回歸後首次到立法會出席午宴的
中聯辦官員，被譽為「破冰之宴」。但當張曉明
主任計劃在年底回請議員時，反對派卻以「宴會
地點在中聯辦」為由拒絕，令「回請飯局」告
吹。今年 2 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安排了多場
與立法會議員的政改早餐會，中聯辦法律部部長
劉新魁亦有出席，但 9 名反對派議員又高姿態拒
絕參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於議會內外癱瘓社
會，既大打拉布戰又計劃「佔中」，勢將阻礙經濟發展。
信貸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昨日指出，香港政治兩極化令立法
會需要更長時間審議政策，同時亦引起更多爭議，若局面
一旦惡化，並明顯影響政府施政及營商環境，屆時會調低
對香港「AAA」的主權評級。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歡迎標準
普爾維持香港「AAA」主權評級，又指認同香港政治出現
兩極化的觀察，呼籲社會各界在政治問題上尋求共識，避
免各走極端。

標普維持港評級展望「穩定」
標普昨日確認香港「AAA」的主權評級，評級展望維持
「穩定」，反映香港財政儲備健全，經濟增長展望優於其他
高收入的經濟體。不過標普指出，香港社會近期對政改的討
論帶來政治兩極化，有時令立法會需要更長時間審議政策，
同時亦引起更多爭議，雖然未有對政府管治效率帶來顯著影
響，但局面一旦惡化，並明顯影響政府施政及商業環境，屆
時可能會考慮調低香港主權評級。
標普又表示，如果環球金融市場的外圍風險增加，令中國
主權評級降低，香港主權評級屆時亦有需要跟隨下調。

財爺：政治兩極化不利發展
曾俊華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歡迎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維持
香港「AAA」主權評級，反映標準普爾認同香港財政穩健、
經濟前景樂觀。對於該機構有關香港政治出現兩極化的觀
察，曾俊華表示關注，認同政治兩極化不利社會整體發展，
呼籲社會各界在政治問題上能實事求是，尋求共識，避免各
走極端。
多個國際金融機構早前亦曾警告，「佔中」等政治不穩情
況將影響香港經濟。瑞銀證券亞洲有限公司（UBS AG）今
年 4 月公布首個「佔中」分析報告，估計一旦「佔中」，中
區各大寫字樓及商場擁有者的經濟損失高達 400 億元，並對
香港經濟帶來潛在影響，包括為企業及經濟帶來不穩定因
素、直接影響香港樓市及股市、影響旅遊業及零售業等。
匯豐證券今年 7 月發表的市場策略報告，亦擔憂「佔中」
或會影響香港與內地關係，打擊香港經濟，對港股原來的
「中性」評級下調至「減持」。巴克萊銀行同月發表的報告
指出，一旦「佔中」衝擊樓市，復甦所需時間將較以往為
長，負資產情況可能比 1997 年及其後更為惡劣、延續時間更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