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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在一個座談會上承認，「佔
中」未必能迫使中央讓步，關鍵是要看之後的影響，
認為「後佔中」不合作運動重要。反對派不同團體正
就「後佔中」的不合作運動做準備，他們企圖在立法
會一旦否決政改方案後的動向，已經愈來愈明顯。戴
耀廷認為，如果整個社會出現大規模的不服從、不合
作運動，「產生的是，你派解放軍來解決不到問
題……『佔中』會否帶來改變，不在『佔中』那時
刻，而是『後佔中』是什麼情況」云云。

「佔中」民意戰已經慘敗
「後佔中」是什麼？其實無非是戴耀廷、朱耀明、
陳健民三人「剃光頭」，激進的學生和教師罷課和職
工盟進行罷工、反對派繼續在立法會進行拉布等做
法。戴耀廷仍然想威脅中央政府，說「若特首候選人
要獲過半提委支持方能參選，及將候選人數限於2至4
人，『佔中』必會發生」。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反
對派最近四個月來的民意戰，已經遭到了慘敗。

中央負責政改的官員在深圳舉行座談會，已經詳細
向各界代表解釋了按照基本法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
長官候選人的好處，充分反映中央按照基本法辦事，
維護「一國兩制」，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信心
和決心。反對派前往深圳對話，仍然蓄意要對抗中央
政府，要踢開基本法，違憲地製造一個讓反對派一定
成功入閘的方案，奪權的野心暴露無遺。反對派看見
了威脅中央的部署，已經沒有希望成功了，於是氣急
敗壞，準備發動「佔中」。
反對派的氣勢不斷消耗，不斷低落，原因是他們在

和中央官員的對話中，沒有辦法以理服人，暴露出三
個特點：一、橫蠻無理胡亂說「國際標準」。二、漠
視民意，以否決符合基本法的方案作為威脅。三、企
圖要人大常委會改變原有議程，阻撓政改工作。
中央官員已經對反對派說明普選的提名，根本就沒

有國際標準。反對派反而增加了兩個要求：「提名委
員會不准少數服從多數，不准過半數通過候選人」；
「候選人的數目不能兩個至四個」。這是什麼國際標

準？反對派用自己的無理要求，恰恰證明他們的「國
際標準」是無中生有的。
任何的議會表決，都是需要過半數。普通法法庭的

陪審團表決，都要過半數。過半數表決是國際上最通
用的民主表決方式，反對派公然反對，說明他們正正
是反對「國際標準」。國際上的行政首長選舉，很多
情況下都是兩個到四個人。美國總統候選人經常是兩
個，英國的首相候選人經常是一個，由下議院的多數
黨議員選出。很多西方國家的總統候選人都是兩個到
四個。反對派的要求又如何符合國際標準？現在市民
都看清楚了，反對派的「國際標準」完全是騙人把
戲。凡符合基本法的，反對派都要反對，他們的目
的，就是度身訂做一個讓反對派一定能夠入閘和當選
行政長官的方案，一定要製造一個外國勢力支持的代
理人上台執政，一定要回到港英時代讓外國勢力控制
着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命脈。
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都有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就
是堅決擁護國家的憲法、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一致對
外，僅僅是在內部的施政、經濟策略、稅務政策、福利政
策、資源投放等方面有不同意見。但是，香港反對派的激
進政客恰恰相反，他們不擁護國家的憲法和基本法，反對
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他們明目張膽地對抗
中央政府。中央官員已經指出只有少數反對派在對抗中央，
但是反對派政客仍然不接納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的要求，
這說明這些人的目的根本就是企圖把香港變成對抗中央的
基地。

過半數提名符合國際標準
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反對派激進政客爭取的是獨立

於中央政府的政治實體權力，分裂國家的權力。這樣
的出發點，當然無法取得中央的信任，他們的「公民
提名」方案，更加使到中央警惕他們的「去中國化」
圖謀，反對派激進政客的「公民提名」方案，不能獲
得香港市民的信任和支持，完全是他們的政治出發點
所造成的。
現在他們面對着一個非常孤立的困境，中央不信任

他們，香港市民不信任他們。連戴耀廷也不能不公開
承認「『佔中』不能迫使中央讓步」，這說明了他們
兩年來的政治部署已經全面失敗。當初精心設計的所
謂「佔中」、「公民提名」、「佔中公投」，都不能
使中央讓步。更嚴重的是，反對派內部已經出現了灰
心、失望和厭戰的情緒，一部分人希望和中央繼續保
持溝通對話，一部分人表示要立即「佔中」。
可笑的是，戴耀廷等「三子」已經成為了光棍司令

員，所以用「剃光頭」自嘲。他們原來說，有一萬個
「死士」隨時可以出動「佔中」。現在，他們不敢再
提什麼「佔中」了，因為人丁稀少，放不上枱面。現
在他們說，只會有學聯「佔中」，規模和陣營大大縮
小了。學聯也不敢說長期作戰連續「佔中」，改為說
要「分期佔領」，即今日「佔領」一兩天，幾個月
後，又「佔領」一兩天，斷斷續續，好過交白卷。

高天問

戴耀廷大談「後佔中」反映脫離民意空前孤立
「佔中」已經沒有什麼搞頭了，於是爛尾，變成了「後佔中」，變得虛無飄渺，內容說不

出來。這種「雷聲大雨點小」的「佔領」，說明了反對派膽怯和非常虛弱，空前孤立，得不

到市民的支持。中央政改的宣傳戰，有聲有色，有情有理，打了一個大勝仗。反對派剩下來

的牌，所餘無幾了。戴耀廷還在說「解放軍來了也沒有用」，現在這樣「大縮沙」的「佔

中」形勢，還需要出動解放軍嗎？

■高寶齡

全國人大常委會
今日召開，將討論
香港政改方案，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李飛、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和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日前
召開三場座談會，
聽取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對2017年普選
特首的意見，這充
分說明：中央政府
是重視香港的民
意、是有誠意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是認真地落實
「一國兩制」的。
香港人一貫重視法律，尊重法治精神；重視社會穩
定，不想香港動亂，要求保持繁榮穩定。從150萬人
的簽名、25萬人在8月17日參與「保普選反佔中」的
跑步、獻花和遊行等活動，充分反映這是社會的主流
意見。面對普選這個關乎國家大局、關乎香港政治前
途和全港市民福祉的大事，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必須恪守三項原則：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制訂
普選方案；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符合愛國愛港的原
則；提名委員會是反映集體意志，特首候選人必須獲
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人支持，才能反映到大多數人的
意見。
就提名委員會問題，必須向市民講清楚三個問題概
念：選舉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與提名委員的區別，才
能讓市民了解和認同提名委員會是真民主、真普選的
體現。
對循序漸進的概念，從世界各國的民主發展可見，都
是一步一步走過來，成熟是需要過程的。由此可見，循
序漸進發展民主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經驗。香港普選特首，
可分幾個過程，若干個階段：「起錨」、「改進」、「升
級」、「完善」等階段。因此，2017年普選不是「終
極」，無須以「決戰」對待。「普選起錨」方案可「先
起動、後優化」，是符合香港民情民意。
對於基本法的推廣也應進入新階段，推動民間高度
參與，深化認識基本法內涵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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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和平普選大遊行」，25萬市民用腳步表達
「保普選反佔中」的強烈聲音，顯示本港要求要穩
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最令人感動的、最令人感到
希望的是，一大班年輕人踴躍參加這次大遊行，扭轉
社會的錯覺，讓人對依法落實普選，保持香港的繁榮
穩定更充滿信心。
「佔中」違法暴力，攪亂香港，衝擊經濟，阻礙普
選，對青年的未來發展帶來負面影響，遭到市民的反
對。最令人憂慮的是，「佔中」打着民主自由的旗
號，誤導一小部分青年人加入，給青年人的前途及香
港的和諧發展蒙上陰影。
此次大遊行，本港青年踴躍參加，單單我們菁英會
的成員就至少500人以上，其他團體的青年朋友們同
樣熱情如火地投入，成為這次活動的生力軍，與廣大
市民一起展示反「佔中」的最強聲音。這說明青年人
和廣大市民一樣，大家絕不希望香港亂，齊心協力反
對以暴力擾亂社會秩序、摧毁香港的繁榮穩定，令青
年人未來之路打上問號，這是大家最不想見到的。
「反佔中」這才代表了香港的主流民意。
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是香港人的夢想，絕不能

被非法的途徑破壞。此次和平普選大遊行反應熱烈，市
民踴躍參加，足以反映香港市民渴望依法理性爭取普選
的訴求。為了香港的未來，為了香港的下一代，大家都
勇敢地走出來，特別是不少沉默的中產、青年人都義不
容辭地參與遊行，展示維護香港安定繁榮的巨大力量。
此次大遊行絕對是香港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次重大事件，
為依法落實普選發揮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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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文)這裡，借用一位內地學者不規範但是卻
非常形象的一句話——在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
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中，中央
政府始終雄踞道德和法律高地，是最大的、最堅定
的「民主派」。對於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
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中央政府享
有主導權和最後決定權，這是「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應有的題中之義，是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
的不可推卸亦不可剝奪的憲制責任。

中央是最堅定的「民主派」
其道理非常簡單——在2004年4月2日舉行的十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時任全國人大常
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的李飛在作「關於《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
三條的解釋（草案）》的說明」時已經闡釋得非常
明晰和透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香港政治體制的重要
組成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權。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香港基本法
予以規定的。我國是單一制國家，不是聯邦制，地
方無權自行決定或改變其政治體制。香港政治體制
的發展，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必須在香
港基本法的框架內進行。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及立法會法案、議案的表決程
序，是香港政治體制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是否需要

修改和如何修改，決定權在中央。這是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確立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則，是『一國兩
制』方針的應有之義。」「這是中央對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制發展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對於維護香港社
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逐步發展適合
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是十分必要的。」
近日，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

室主任張曉明《在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65周年籌委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中所言——
「普選對香港來說，也是開天闢地第一遭，是香港
政治體制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事關重大，影響深
遠。香港的政制發展，特別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
設計，不僅關係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
平衡，關係到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而
且影響到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央的關係，影響到中
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效管治，影響到『一國兩
制』方針的正確貫徹實施，影響到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的全局。」談的也是這一基本原則問
題。
既然中央政府依法享有對於香港政治發展不可

推卸亦不可剝奪的憲制決定權力，那麼，中央政
府對於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
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則
就具有了不可違的權威性，就必須得到充分尊
重、充分的依循、充分的貫徹落實。這些基本原
則，在近年來中央領導人以及中央政府涉港事務
部門負責人如王光亞、張曉明、喬曉陽、李飛等
人的有關講話中，也已經闡釋得非常明晰和透

徹。這些基本原則，除了中央政府所一貫強調的
「必須從香港的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出發，必須
兼顧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均衡參與，必須有利
於香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必須既保持香港原
政治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向
前推進香港民主化進程」之總的指導思想外，其
最核心的內容，擇其要者，就是兩點——第一，
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
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必須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有關決定的規定之正確軌道上向前推進；第
二，普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必須是不能與中央政府
對抗的「愛國愛港」者。對於這些基本原則，歷
屆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是非常了解和
理解、高度認同和接受、全力擁護和支持的。

「佔中」是「反華亂港」的總爆發
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以及特區政府「專責小組」
成員在近一段時間的公開表態，包括關於2017年
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諮詢文
件》、《諮詢報告》，也都反覆重申了這一基本立
場。但是令人倍感遺憾的是，對於中央政府依法享
有的對於香港政治發展不可推卸亦不可剝奪的憲制
決定權力，對於中央政府對於香港以「雙普選」為
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所提
出的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對於中央政府堅定不移
地支持香港如期依法在2017年順利實現行政長官
「普選」的誠意，並沒有得到香港社會各方面力量
高度一致的全面而深刻的體認。

（未完待續，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為特區「一國兩制」的民主化進程「正本清源」

文平理 中央展示普選誠意 反對派須放棄幻想

《星島日報》社評認為，「提及要以最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尋找政治問
題的出路，李飛更花了相當多的篇幅，來闡釋現時香港社會政改爭議涉及
的重大政治和法律問題上的原則性分歧，核心問題在於「要不要遵守香港
《基本法》的規定，要不要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原則。……無論人大常
委會下星期的決定，會否明言特首參選人要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提
名，中央都傾向從嚴設防。話說在前，讓港人無謂抱有偏離《基本法》，
以對抗中央會有政治前途的不切實際想法。」

中央釋出善意多次與議員溝通
《信報》社評認為，「綜合這幾天李飛在座談會及記者會的發言，可以得

出幾個清楚的訊息，軸心之一是對『公民提名』及『佔中』的否定。李飛表
明中央不會接受在《基本法》外另搞一套提名方式如『公民提名』，透過
『違法』方式迫中央接受『公民提名』或所謂真普選也不可能，因為這樣做
只會引來更多『違法』脅迫行動，後患無窮。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飛談到原
則問題時的強硬姿態及用語，他援引鄧小平八二年反擊戴卓爾夫人『收回香
港將導致災難』的說法，指鄧小平當時說『會勇於面對災難作出決策』，今
天中央亦以『同樣最大的決心和勇氣，果斷決策，作出歷史抉擇。』」
《明報》評論文章認為，「中央不怕『泛民』否決普選搞『佔中』，有人

擔心，如果人大作出『過半數』的規定，『泛民』會否決普選，發動『佔中』。
據筆者了解，中央對此已有準備，根本不怕。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最近已明確

講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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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佔中』
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中央和特區政府都有決心和能力應對處理。倒是『泛
民』否決普選搞『佔中』，會惹怒很多香港人，導致眾叛親離，得不償失。」

否決政改將導致眾叛親離
《星島日報》評論文章表示，「對話的基礎是誠意，其實中央早就安排

多次場合，與立法會議員就政改事宜溝通，但總有部分議員以各種藉口一
拖再拖，擺出『刁僑扭擰』的姿態。如今難得安排這次見面機會，但已有
人未見面就提要求，擺出要脅否決政改的姿態，亦有人在鏡頭前擺出道具
『做騷』。這種姿態根本無助政改。
「因此，所謂『國際標準』只是某些人高舉的幌子，在必要時候各取所

需而已。任何人糾纏於『國際標準』等問題只會浪費時間，脫離現實以及
市民的意願。盼望全港市民都能保持理性，繼續溝通，同時認清事實，在
《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真標準』內努力，讓香港向前走一步，為再
下一步做準備。」
《am730》評論文章認為，「在政改即將破局之際，中央政府及『泛民』

釋出善意，同意在特區政府總部內會面，並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赴深圳與
負責香港政改的中央官員交流。無論如何，對話總是好的開始，沒有溝通，
就沒有縮窄分歧的機會，筆者期望在接着的幾個月，社會各界能夠以更坦
誠開放的態度展開溝通，努力促成共識。事實上，張曉明主任與民主黨議
員會面後，表示對民主黨認同政改需依循《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感到驚喜。可見，面對面的直接溝通是有實質意義的，而非流於形式性的
政治騷。當下溝通之門已打開，為營造良好的溝通氛圍，筆者呼籲『泛民』
盡快擱置『佔中』，釋出善意與誠意，同時讓社會的輿論重新聚焦於政改。」
傳媒引述行政會議成員兼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稱，「李飛形容『泛

民』大多數人是愛國愛港，是向『泛民』伸出橄欖枝，不覺得李飛的言論有
分化『泛民』意思，故對中央及『泛民』未來收窄分歧，仍抱有期望。」
媒體引述行政會議成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表示，「由於普選

直接影響香港繁榮穩定。回歸後，香港最大爭論就是政改。政改是香港的
重大事件，李飛主任亦表明重視香港各方意見，因此，好例外地舉行多次
座談聆聽各方意見。盼望反對派最後考慮香港民意走向，香港普選最終決
定於香港人手上。」

在香港普選問題作出決定前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南下深圳，就

本港政改問題舉辦三場規模前所未有的座談會，聽取各界意

見。輿論認為，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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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表明將堅

決回擊任何製造災難的違法行為，反對派須放棄企圖威逼中

央放棄普選底線的幻想，回到基本法的軌道上來，否則，就

須承擔否決普選的歷史責任。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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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指導香港基本法起草所闡釋的「新香港」政治發展觀回溯（之三）

■香港菁英會副主席蔡志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