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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日前主動提及政改事宜，指社
會就政改問題有所爭執和矛盾是正常現象，強調政制
發展是鞏固香港法治關鍵的一步，呼籲大家縱使有矛
盾，也要「堅決向前走」，不要原地踏步。李嘉誠政
制一定要向前走的言論，與現時社會人士提倡的政改
「袋住先」說法不謀而合，這是務實的態度，也是表
達了主流民意的期望。政制發展關係香港長遠利益，
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輕言一拍兩散，各界都應拿出智慧
和承擔推動政改向前。

政制一定要向前走

「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早前發表的民調發現，
「過半數市民接受即使政改方案不是最理想都袋住
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呼籲市民先踏出第一
步，之後再循序漸進增加民主成分。李嘉誠在講話
中引林語堂文章採用的「一團矛盾」，指雖然社會
對政改有不同意見及訴求，但仍要堅決向前走，他
不願政改原地踏步。這其實也是主流民意的看法。
記得在 2005 年政改方案被否決，導致本港政制停滯
5年。

固然，沒有一個政制方案可以令到所有人都滿意，

也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所謂普選「國際標準」。香港
的政改要達到共識，關鍵是以基本法作為基礎，任何
政改方案都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不能天馬行
空，也不應水中撈月。然而，一些反對派人士在政改
問題上從來不提基本法，反而糾纏於所謂「真普
選」、「國際標準」，如果不接納其方案就寧願拉倒
政改一拍兩散，這種「不是全贏就是全輸」的態度是
對本港政改的最大危害。

2005年拉倒政改已是前車之鑑。李嘉誠作為商界領
袖，自然不希望見到政改再次破局，社會繼續因為政
制議題而陷入對抗。他提出政制一定要向前走的呼
籲，正是希望社會各界不要固執於一己之訴求，如果
因此令市民未能如期一人一票選特首，對於香港有害
無益。李嘉誠反對「佔中」以及支持政制向前的言
論，不但是表達工商界的態度，更是維護700萬港人的
福祉，值得各界重視。

提委會門檻應過半數
目前社會對政改最大爭論在於提名委員會門檻，對

此，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直言，門檻問題現被政治
化，認為特首候選人須獲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提

名，並非不合理要求，因為提名委員會需要透過機構
提名，體現集體意志。唐英年既是前高官，又是商界
人士，其對於提委會門檻問題的看法具有較廣泛的代
表性。

事實上，基本法規定特首提名權屬於提名委員會，
而非提名委員，屬於機構提名。要體現提名委員會的
機構提名、集體意志，候選人理應至少得到過半數委
員的支持，否則如何體現提委會的集體意志？當中的
邏輯和理據十分清晰。正如另一名工商界人士、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也表示，提委會「過半數提名」
符合基本法，要認真落實，「好似一個董事局，9個人
決定一件事，5個或以上的過半數，就可通過……所以
『機構提名』係有根據。」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莫樹聯
也表示，過去選委會選舉是「委員聯合提名」，與普
選時由「一個委員會」提名不同，需要體現機構的集
體意志，故普選時提名門檻定於提委會過半數是很合
理。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保持資本主義社會制度
和生活方式」，而工商界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性
和主導性力量，對於本港經濟貢獻極大。他們對於政
改的言論值得人大常委會參考。

李嘉誠呼籲政制一定要向前走 值得重視
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日前主動提及政改事宜，指出社會儘管有一團矛盾，政制一定要向前

走。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亦指出，提名委員會的門檻問題現被政治化，認為特首候選人須獲

過半數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並非不合理要求。李嘉誠與唐英年，一為商界巨擘，一為前政

務司司長及商界人士，他們的言論反映了商界對於政改的意見和立場，就是無論如何政改都

不能原地踏步，各界應該在法制框架內設法推動政改前行。至於特首提名必須獲過半數委員

提名，這是體現提委會機構提名的必要規定，不但沒有不合理之處，更是保障香港穩定繁榮

的必要之舉。人大常委會即將就政改作出決定，工商界作為本港經濟的骨幹力量，其對政改

的意見值得重視。

在「8．17和平普選大遊行」後翌日，反對派突
然在不同報章的頭版位置刊登了一個聯署廣告，
廣告中有一對母子，並寫「香港人，你會為下
一代帶來一個怎樣的香港？」、「假普選，沒有
選擇的一票；袋住先，等於出賣下一代。」要求
反對派不要接受「袋住先」政改方案，寧願一拍
兩散。這個廣告一看就知道是故伎重施。記得在
2005年政改討論之時，就有一名78歲老翁在多份
報章刊登通版廣告寫：「告訴我，我會看見普

選的一天嗎？」最終，該名老翁真的未能看到普
選，原因是反對派在當年綑綁否決了政改方案。
第一個用花比喻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用花來

比喻女人的是庸才，第三個用花來比喻女人的是
蠢材。現在再使出這種廣告伎倆的蠢材是誰？原
來正是反對派金主黎智英。2005年那個政改廣
告，早就被揭發是涂謹申自編自導出來，而有關
廣告費都是出自黎智英，是他針對政改所發動的
廣告攻勢。

有趣的是，可能黎智英是傳媒老闆，所以一直
喜歡採取稻草人式的虛假廣告攻勢。「壹傳媒股
民」近日公開的秘密文件中，其中有兩個文件檔
案代號為「Art Project」和「Madam X Proj-
ect」，黎智英助手Mark Simon 在電郵中指明
「Madam X」項目很敏感，希望能盡快完成項目
後銷毀所有文件，相當神秘。原來這兩個神秘檔
案所記錄的，正是黎智英在2005年政改時發動
「黑金」廣告攻勢的證據。文件透露，Art Project
分為兩期，日期由2005年11月至翌年1月，又列
出每期涉及的多份本地報章名稱，報章名稱旁同
時列有數萬元至21萬元不等的價錢，相信是廣告
費用，涉款過百萬元。這說明黎智英在政改期間

製造了大量匿名人士的廣告，而這些廣告都有一
個共通點，就是全屬「老作」。
現在黎智英又發動新一輪政改廣告，而聯署的

反對派人士大多收受其「黑金」多年，老闆發聲
自然要乖乖簽名。這個廣告的目的很清楚，就是
要迫反對派不能接受「袋住先」方案，寧願要將
政改否決也不要一人一票，支持政改的就是「出
賣下一代」，是「民主罪人」。黎智英這個廣告
既是用作心戰，也是用來脅迫反對派，在政改大
戰前必須緊跟指令，難怪昨日26名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突然上演一幕綑綁騷。至於為什麼不見黃毓
民？因為他沒有收過黎智英錢，也因為他與黎仇
深似海。這個真相，馮檢基自然不會告訴你。

黎智英為何又發動政改廣告攻勢？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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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研
究協會最新民調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
整體滿意度維持平穩，9位主要問責官
員評分上升，4位錄得跌幅，兩位評分
不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評分升幅最
大，以3.07分成為最高評分的司長，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以3.68 分，成
為評分最高的局長。

政府民望平穩 醫療最高分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12日至15日訪

問1,088名市民，了解他們對特區政府
及主要問責官員的滿意度。結果發現，
特區政府民望維持平穩，整體滿意度得
2.45 分。5項表現中，評分最高的是
「提升醫療服務質素」，得2.60分，評
分最低的是「紓緩房屋問題」，得2.22
分；評分變化最大的是「紓緩房屋問
題」，較上次調查跌0.12分，相信與近
日樓市回復熾熱有關。
調查又發現，9位問責官員評分上
升，4位錄得跌幅，兩位評分不變。當
中評分升幅最大的是曾俊華，較上次調
查升0.13分，最新評分3.07分，排名在
3位司長中升至榜首，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及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則分別獲得
2.92分及2.68分。問責局長方面，評分
最高的依然是高永文，最新評分是3.68
分，至於評分升幅最大的則是民政事務
局局長曾德成，最新評分2.48分，較上
次調查升0.09分。

市民對問責官表現改觀
協會負責人認為，六成主要問責官員評分上升，

反映市民對主要問責官員的表現有所改觀，但市民
對特區政府各項表現評分均不足3分，屬低於一般
水平，反映政府工作效能有待提升。協會促請特區
政府及問責官員積極提升施政水平，加強與市民溝
通，以回應市民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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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冰桶挑戰」風靡全球。正

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昨日應指定

邀請完成「冰桶挑戰」，並即時

強勢挑戰反對派「金主」的壹傳

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收「黎水」

的「香港2020」召集人陳方安

生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

李偲嫣昨日揶揄黎智英多年來捐

贈大筆款項聲稱作「慈善用

途」，現邀請黎智英以行動去證

明；至於陳方安生收取如此多

「善款」，不應再「拉廣告」而

是行善，並勸喻毛孟靜「做善事

積下陰德」。

「冰桶挑戰」席捲香港政壇，接
獲挑戰的當然不少得行政長

官梁振英。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日回應
說，對於有不同社會人士邀請特首接受
「冰桶挑戰」，特首將會以捐款方式支
持有關活動，分別向美國ALSAssocia-
tion捐出美金100元，並向香港肌健協會
捐出港幣1萬元。
同日，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
應香港電視網絡主席王維基（魔童）的
指定邀請，接受「冰桶挑戰」，為肌肉
萎縮性側面硬化病患者籌款，同時捐出
100美元予相關機構，並將一萬港元捐
予兩個機構，包括香港肌健協會及「愛
基金」。

蘇錦樑濕身 冀黎明岳少等延續
蘇錦樑昨日聯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

局長梁敬國、海洋公園前主席盛智文，
於添馬公園接受「冰桶挑戰」。眾人將
冰塊放入桶中，一口氣把冰水從頭淋
下，全身濕透的蘇錦樑，即時露出冰凍
神情。蘇錦樑隨即「反挑戰」3名人
士，包括「慈善天王」的演藝紅星黎
明、香港旅發局主席林建岳與「愛基
金」主席蔣麗萍，盼望將這個有意義活
動繼續延續下去。

局長「冰釋前嫌」四字回敬魔童

對於被王維基以「恩重如山」挑戰，
蘇錦樑笑言，政府是根據程序、根據制
度做事，並以「冰釋前嫌」寄語王維
基，「在社會上，大家有時可能會有不
同意見，但這不要緊，最重要的是溝
通，去解決問題，不要記在心上，所以
想用『冰釋前嫌』這四個字來回敬王先
生。」
李偲嫣則是做慈善不忘挑戰反對派

「金主」，她昨日應邀請完成「冰桶挑
戰」，並即時挑戰反對派「金主」黎智
英，同時向收受鉅額「政治獻金」的陳
方安生及毛孟靜「挑機」。
李偲嫣直言：「我現在強勢挑戰這3

人。（黎智英）捐咁多錢都話為慈善，
請黎智英先生以行動去證明；陳方安生
收咗咁多善款，請唔好只掛住拉廣告，
請用行動去行善；至於毛孟靜收咗唔知
邊個老公的錢，另做善事積下陰德。記
住找數！」

戴耀廷李卓人至今未「找數」
至於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日前亦

完成「冰桶挑戰」，並點名挑戰黨友的
漁農界議員何俊賢、「佔領中環」發起
人之一戴耀廷，與將政治捐款「袋住
先」的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不過，
戴耀廷及李卓人至今仍未「找數」。

「佔中」無視民意拒罷休 李飛今晤議員 長毛又想搞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雖然已有
150萬人簽名，亦有25萬市民走出來要求
「保普選 反佔中」，但違法「佔中」發起
人之一陳健民昨日仍然威脅若然沒有他們所
期望的改政方案，他們便會開始討論如何啟
動表明是違法的「佔中」行動，學聯更打算
鼓吹罷課。
陳健民昨日聲稱，目前仍然等待全國人大
常委會會議得出結果後，才會再作打算，但
揚言會繼續以所謂「市民接受的方案」作
準，無150萬人簽名的沉默大多數民意，計

劃採取公民抗命，討論違法的「佔中」行
動。「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更聲言，抗爭
並不是激進，反而是「有意義」。
另外，學聯以及學民思潮亦同樣以「不合
作行動」作威脅，表示考慮大搞罷課。其中
學聯計劃在9月初策動大專院校罷課；學民
思潮則發起中學生罷課，概念為「罷課不罷
學」，即回校但不上課。另外，學民思潮計
劃花費向大型屋苑派發郵遞宣傳品。
有市民質疑，有關行動的資金是否又是來
自黎智英的「肥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等中
央官員，今日於深圳與立法會議
員會面。反對派「社民連」立法
會議員梁國雄（長毛）昨日到上
環的中國旅行社，申請「一次性
到內地通行證」，並揚言會視乎
有沒有「發言權」才決定是否出
席座談會。他又預告將會有「小
動作」，聲言會穿上「佔領中

環」及「公民提名」等字樣的恤
衫，並擬向李飛主任贈送有關普
選的書籍及信件。
同樣沒有回鄉證的工黨何秀蘭昨

日申領一次性到內地通行證。她昨
日聲言，每次個別反對派人士到內
地與官員溝通都要領取臨時證件，
對他們是個「折騰」，也不公平，
但她仍然願意這樣做以展示最大誠
意，亦不希望有議員因為服飾或攜
帶的物品而被拒入境。

■李偲嫣冰桶挑戰毛孟靜、陳
方安生及黎智英。

正義聯盟YouTube截圖 ■蘇錦樑及盛智文等參與「冰桶挑戰」。 劉國權攝

文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