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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主辦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制發展座談會」昨起一連兩天在深圳舉行。人大常
委會在就香港普選問題作出決定前夕，連續舉辦三場
規模前所未有的座談會，聽取各界意見，體現中央對
香港社會民意的高度重視和推動依法落實普選的誠
意。政改已到關鍵時刻，人大常委會有權力和責任就
香港特首普選中的提名程序、提委會的組成、特首候
選人的人數等重要問題作出規定，一錘定音，息紛止
爭，讓香港社會能夠在新的起點上凝聚共識，順利實
現行政長官普選。

中央一直強調堅定不移支持本港依法如期落實普
選。李飛昨日提出 3 個「前所未有」：一是本港就
政改問題進行長達 5 個月的諮詢，時間之長為歷次
政改中前所未有；二是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人大
常委會提交政改報告後，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親自南
下深圳，與香港政黨和各界人士見面，前所未有；
三是專門就政改議題舉辦 3 場座談，出席者包括本
港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包含反對派在內的立
法會議員，人數之多、層面之廣也是前所未有。可
見，中央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非常重視聽取香
港各界的意見，盡最大努力收集民意，顯示中央真
心實意希望香港能在 2017 年如期依法落實特首普
選。

落實特首普選，既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更

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從國家安全
的角度來設計特首普選方案，確保普選產生的特首人
選愛國愛港。為此，必須體現提名委員會的把關功
能。提名委員會發揮把關作用，關鍵在於堅守基本法
規定的機構提名和民主程序。李飛昨日重申，按照基
本法，提委會是唯一提名機構，提名需要反映提委會
的集體意志。至於「民主程序」，李飛強調，必須貫
徹「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堅持機構提名和少數服
從多數的提名程序，是確保特首候選人愛國愛港的關
鍵。

李飛在總結座談會發言時說，各位的發言普遍建議
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對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作出必要的
規定，把香港社會關於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討論推向
前進。事實上，在特首普選的討論中，特首候選人是
否需要得到過半數提委支持、提名委員會如何組成、
特首候選人人數是多少等問題，存在很多爭議。如果
這些問題不解決，特首普選的討論很難往前推進。根
據憲法和基本法，中央對香港特區的政治制度具有決
定權。人大常委會在本月底就本港政改作出決定時，
有必要就特首普選中的關鍵問題作出明確規定，以回
應香港社會的普遍訴求，讓社會聚焦討論普選的細節
落實，凝聚共識，掃除「公民提名」、「國際標準」
等不切實際因素的干擾和誤導，以免香港糾纏於沒完
沒了的政治爭拗，耽誤普選。

中央顯示誠意 人大需作決定
發展局昨日表示，年初成立的大嶼山

發展諮詢委員會，至今共收集到91份有
關促進大嶼山可持續發展與保育的委員
及公眾意見書，委員會並會成立4個專責
小組處理，期望年底有報告。事實上，
大嶼山發展潛力優厚，不但可發揮港珠
澳大橋的橋頭經濟效益，而且可為本港
開拓大量的土地資源，社會必須把握好
大嶼山的發展機遇。雖然在發展過程中
難免會觸及保育議題，但只要實事求
是，兼顧發展與保育訴求，以社會整體
利益為依歸，相信不難爭取到社會的共
識。

大嶼山不但擁有天壇大佛、昂坪纜車
和大澳等景點，促使該區成為本港旅遊
重點區域，而且更是2016年完工的港珠
澳大橋起點，可望分享大橋所帶來的龐
大經濟機遇。特首梁振英今年在施政報
告中便特別提到，研究發展大嶼山橋頭
經濟，開發當區東部水域地區，打造
「東大嶼都會」以成為本港第三個核心
商業區。

面對本港土地短缺的難題，大嶼山現
時仍有逾百公頃土地仍未開發，這是本

港可供大規模規劃的最大片土地。然
而，整個大嶼山有超過一半地方列為郊
野公園土地，部分海域亦被指發現有白
海 豚 ， 成 為 制 約 大 嶼 山 發 展 的 「 禁
地」。

應該看到，《效野公園條例》由上世
紀70年代由港英政府制訂後，郊野公園
的數目和面積愈來愈大，但相對於 1979
年約500萬人口的情況，本港目前人口已
增長了 40%，土地供應已遠不能滿足需
要。如果過分強調保育，甚至完全以保
育凌駕發展，令本港受制於地少人多局
面，有利香港發展的重大項目又一拖再
拖，只會削弱本港競爭力，影響房屋供
應，不利香港長遠發展。

大嶼山發展無可避免會觸及一些保育
地區，當局已表示可能會因應白海豚的
活動評估而調整小蠔灣填海範圍，郊野
公園亦會確保作持續的康樂及旅遊用
途。可見，基於實事求是的討論，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以相關政策和措施
平衡各方意見，完全可以促進大嶼山的
發展和保育，滿足香港長遠需要。

（相關新聞刊A11版）

把握大嶼山機遇 帶動本港發展
A5 重要新聞

各界批反對派「做騷」阻政改
質疑預先綑綁威脅 直言無迴旋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與中央官員

舉行座談會前「動作多多」，繼上星期發表所謂「民間政改報

告」，前日又簽署聲言會否決不符「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的

「承諾書」。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出席政改座談會前，批

評反對派的連串動作是「做騷」，令人質疑他們預先表明立場，

會令座談會可能流於各自表述，直言對政改沒有迴旋餘地，感到

悲觀。

范徐麗泰昨批評，反對派擺出一副
堅持己見、「我就係咁」的態

度，例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希望回請
立法會議員，但反對派一直諸多理由
推搪，加上他們又浪費了「上海之
行」的溝通機會，「又派傳單、又提
前返港，唔係做騷都好難。」

「市民考慮你係咪為港着想」
范太指出，談判和合作不能只顧自
己，亦需顧及對方需要，找出雙方的
中間點。反對派應「將心比心，唔好
只係諗自己」，並呼籲反對派珍惜最
後的溝通機會，並運用政治智慧，在
關鍵時候挺身而出，「（政黨）考慮
選票可以理解，但市民（投票時）會
考慮你係咪為香港着想。」

劉漢銓促拋低「國際標準」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認為，反對派
會見中央官員時，每每諸多小動作和
「玩嘢」，反映他們根本欠缺誠意溝
通。他指反對派在政改座談會前夕，
突然簽署所謂承諾書，對實際溝通毫
無幫助，促請反對派務實理性討論政
改，拋低與香港南轅北轍的所謂「國
際標準」。

盧文端：中央或有兩手安排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

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表示，在一個多
小時的座談會中，李飛主任表現相當
自信，相信中央政府有信心能夠對香
港落實普選，「可能中央政府已經有

兩手安排吧！」但即使中央有決心履
行承諾，但最終還需要立法會三分之
二議員通過。
他強調，現時立法會溫和反對派的
取態最為關鍵，希望他們能夠以大局
為重，通過有關政改方案，不要讓香
港市民失望。

張明敏：勿輕言放棄普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張明敏指出，會

上絕大多數人士都反對「佔中」，倘
若「佔中」一旦發生，特區政府應該
堅定不移，依法施政，有效執法。他
又指，從今次座談會中感覺到中央的
真誠，希望循序漸進、一步一步履行
普選安排，因為這個承諾為中央給予
港人，不應該輕言放棄。

陳鑑林：關注「黑金」問題
在李飛主任會見時的12次發言抽籤

機會中，民建聯獲中籤4次。民建聯議
員陳鑑林向李飛主任表達他對近期有
反對派議員涉嫌「黑金」政治的擔
心，「在我的發言中，我關注到近期
社會政治『黑金』問題，亦有一些人
到外國唱衰香港，歪曲基本法及人大
就普選的決定。我覺得我們不能接受
這些行為，香港的政制發展到今日，
一個關鍵時刻，我們應該更加積極去
提出意見，如何去為未來時間就方案
提出有建設性的意見。而不是去做一
些事情，例如語言偽術、虛偽言詞。
選舉就是選舉，沒有所謂的真選舉或
假選舉，這是很清楚的。」

長毛故意違規被拒入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早於

今年4月「上海之行」因帶有違禁品被
拒入境的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
（「長毛」），昨日前往深圳政改座談
會時再次以身試法被拒入境。中聯辦負
責人昨表示，內地部門按照國家法律法
規作出處理決定，並批評梁國雄一再攜
帶違禁物品入境，明知故犯，干擾當前
各界就理性溝通推進政改的氛圍，應當
受到譴責。

中聯辦批明知故犯 干擾政改
梁國雄昨身穿寫上「公民提名、佔
領中環」等字眼的上衣，乘坐立法會
安排的車輛，跟其他議員一起前往深
圳。他在皇崗口岸進行入境檢查時，
被深圳邊檢檢查發現攜帶禁止入境的
物品。由於他拒絕交出有關物品，結
果被拒入境。梁國雄事後聲稱「感覺
無奈」，又稱邊檢人員指他違反內地

的法例，卻沒有講明是什麼法例。
中聯辦負責人昨在接受中通社訪問時回

應說，這是內地有關部門按照國家有關法
律法規作出的處理決定。梁國雄議員一再
攜帶違禁物品入境，明知故犯，干擾當前
各界就依法推進香港的政制發展進行理性
溝通的氛圍，應當受到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楊耀忠昨批評，梁

國雄是「政治小丑」，浪費理性溝通政
改的機會，「為了爭取激進支持者的支
持及選票，刻意做出這樣的小丑所為，
引人注目，卻無助推動政改的發展。」

曾鈺成：梁寧返港不肯換衫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回應梁國雄被拒

入境時表示，皇崗口岸的執法人員只能
按照職責去做，並已向梁國雄解釋原
因。其實，梁只要更換另一件衣服就可
以入境，「選擇在梁國雄身上，但他寧
願返回香港，都唔願意換衫。」

▲范徐麗泰批評反對派
的 連 串 動 作 是 「 做
騷」。 莫雪芝 攝

◀中央釋出善意商談政
改，由王光亞、李飛及
張曉明單獨會見反對
派。圖為第一場政制發
展座談會後舉行記者
會。 曾慶威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央釋出善
意商談政改，但14名反對派議員在獲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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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單獨會見，稱大家只是「各自表
述」，但就即場要求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牽頭，安排港澳辦、中聯辦、人大常委會辦
公廳主任或代表，定期與反對派議員舉行會
議。

「飯盒會」要求林鄭牽頭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馮檢基昨日在會

後稱，會面雖然是各自表述，但氣氛是「可
以說道理」，並稱希望人大常委會月底會議
討論政改問題時不要「落閘」，「定得太仔
細」，反對派往後就會與中央「保持溝
通」，並要求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牽頭，
安排港澳辦、中聯辦、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主
任或代表，定期與反對派議員舉行會議，因
為未來一段時間，特區政府就政改問題仍然

有第二輪諮詢，在這段期間可以透過會面，
處理今次會面產生的各種分歧及矛盾。

李飛：政改無「國際標準」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稱，王光亞主任及李飛

主任對反對派的建議「無任何表示」，現靜
待回音。他又指，任何討論都需要大家明白
彼此立場，今次是一個非常健康及能建立互
信的起點，他們在會上較多談及到「國際標
準」及「袋住先」的概念，並引述李飛指並
無「國際標準」，任何地方及國家可按自己

地方需要、根據法律落實該地的選舉方法。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就認為，會面的

對話相當和平，並無攻擊民主黨，不認為中
央大門已經關上。工黨議員何秀蘭表示，對
話和平，但對方用詞堅決，不過仍然要求中
央給予港人「民主選舉」才能解決貧富懸殊
問題。
另外，有出席會面的反對派議員稱，他們需

要「消化一下」會面內容，由於王光亞主任和
李飛主任等沒有與他們「硬碰」或翻枱收場，
現時需要先行評估外界反應。

■反對派議
員提出新要
求。
曾慶威攝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王光亞、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及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

深圳會見了多名立法會議員。有建
制派議員及反對派議員，就互相取
笑對方的普通話「水皮」。

梁家傑「轉Channel」用廣東話
有建制派議員在座談會後爆料，

有「喜愛上網」的反對派議員，在
閉門會面中拍攝整個會議的過程，
更取笑民建聯議員鍾樹根的普通話
「水皮」，要求以廣東話發言，之
後發言更令李飛聽到「個頭都側埋
一邊」。有建制派議員反駁，反對
派議員的普通話較鍾樹根更差，並
指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講到「袋住
先」三個字時，也要「轉Channel」
改用廣東話。

有建制派議員則透露，在反對派

講到國家安全時，說到國家安全好
像只是內地的問題，與香港無關，
李飛主任當時聽到這點「個心好唔
舒服」，即時反駁指根據基本法第
二部分的定義，強調中國包括了香
港特別行政區。

建制派斥黃碧雲 具火藥味
該議員還說，民主黨議員黃碧雲

拿了「香港2020」早前的民調高談
闊論一番，隨即被建制派議員批評
民調內隻字不提基本法，是不合格
及偏頗的民調，場面極具火藥味。

另外，反對派原本計劃與中央官
員會面後，留在五洲酒店享用大會
安排的晚餐，民主黨議員單仲偕更
稱「留低食完飯先走」，梁家傑更
和應指不想有廚餘，但最後一眾反
對派議員突然被立法會秘書處職員
「半推」上旅遊巴，直奔口岸返
港。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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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與49名立法會議員會面，討論政改。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會後表示，會面氣氛坦率誠懇，
建制及反對派均直率提出不同看法，官員認真聽
取和記錄，李飛主任表示會向人大常委會如實反
映意見。

中央與反對派 多溝通是好事
曾鈺成昨日表示，座談會上共有12人發言，建
制派佔9人。他指，立法會議員的座談會特別受
到中央重視，與首場200多人出席相比，立會議
員發言時間較多。他認為中央官員與立法會議員
會面有作用，因為立法會對政改通過有非常重要
角色及憲制責任，又認為反對派過往能與中央官
員的直接對話機會少，故多溝通是好事。
他又指，李飛沒有提及普選的提名門檻或候選

人數目，因為人大常委會下周才開始討論特首提
交的政改報告。對於反對派前日簽署承諾書，聲
言會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政改方案，曾鈺
成不認為對座談會的氣氛有負面影響，相信他們
仍未「落閘」，仍然希望能夠盡量促成政改通
過，否則不會踴躍出席。

互笑普通話「水皮」反對派
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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