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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就香港政改和普選問題作出決定
前夕的重要時刻，專門於8月21日、22日在深圳舉行
了三場座談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聯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等，聽取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部分省級政協常委、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界人士
意見。本人作為港區的上海市政協常委，出席了第一
場座談會，並作了「香港政改和普選必須有『底線思
維』」的發言，共有四方面的內容。

一、底線思維有深刻內涵
底線思維實質就是「確保不崩盤的思維」。突破底

線，就會產生不可承受、不能挽回的嚴重後果。國家
主席習近平去年10月在印尼巴厘島APEC工商峰會上
發表講話指出：「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

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
彌補。」這是中央在就根本性問題作出決策時的底線
思維。討論和設計政改、普選，必須要有底線思維：
一條是法律底線，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辦事；
一條是政治底線，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

堅持普選底線，不僅是要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大
局、國家利益，也是在維護香港繁榮、香港經濟和香
港民生。假如衝擊這兩條底線，首先影響的是港人福
祉。如果讓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不僅給港人帶來災
難性的嚴重後果，「一國兩制」就會遭顛覆性的衝
擊。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候的台灣，就是很好的反
面例子。由於他們大肆推動「台獨」，毒化兩岸關
係，激化藍綠矛盾，經濟衰退，社會動盪，民不聊
生，危機頻發。香港絕不能容許出現這種局面。

二、底線思維有關鍵核心

香港普選爭論的實質是香港的管治權之爭。堅持普
選底線，就是要堅持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這是
底線思維的關鍵和核心。反對派講的所謂「國際標
準」也好，什麼「公民提名」也好，什麼「三軌制」
也好，其實質就是爭奪香港的管治權。這幾天張曉明
主任多次約談、會面香港反對派議員、反對派人士，
以極大的真情、誠心與他們進行溝通，但反對派，特
別是激進反對派並無領會，他們要麼在會後提出一些
荒謬要求，要麼提出各種極端提案，要麼為普選發展
進程設置種種障礙。那麼，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張曉明日前在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40周年會慶典禮上
的講話，一針見血點破了反對派大講所謂「國際標
準」，不過是為了確保他們的人「出閘」，讓「排斥敵
視」共產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搶奪特首位置，衝擊中央的
普選底線。如果他們目的得逞，不僅「一國兩制」實踐
難以前行，而且香港將永無寧日。張曉明的講話讓港人
更加清楚地看到，普選爭論實質上是管治權之爭。

三、底線思維有安全屏障
這個屏障就是「提名環節」的「前門」關。按照基

本法原則設計的具有廣泛代表性、體現「均衡參與」
原則的提名委員會也好，提委會「機構提名」也好，
「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也好，最後都要落
腳到特首候選人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通過這一
關。「過半數」是一個堅守普選底線的安全屏障，有
了這個安全屏障，就能確保特首候選人是中央能夠接
受的愛國愛港人士。如果不要求過半數，在有3名特首
候選人的情況下，前兩位眾望所歸的候選人可能得票

很高，甚至佔有百分
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
的提名票，再加上還
有其他多位參選人分
薄提名票，這會導致
最後一名當選的候選
人的得票極低，只有
百分之十幾的提名票就可以當選。這就會留下對抗中
央的人成為候選人的風險，當然不可行。

最近的討論顯示，「過半數」得到香港社會的廣泛
認同。然而，反對派最近故意將「過半數」說成是民
建聯和工聯會的主張，企圖以此將民建聯和工聯會標
識為「極端派」，這不僅對民建聯和工聯會不公平，
更是對「過半數」安排的妖魔化攻擊。

四、底線思維需人大從嚴規定
普選的兩條底線要得以實現，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

按照憲法和基本法，從嚴規範香港特首普選的安排。
在香港普選討論中，有三個問題是爭議較大的問題：
提名委員會組成、提名程序和特首候選人人數。在前
一階段政改諮詢中，許多團體和人士都表達了提名委
員會維持現在現行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組成和產生辦
法，特首候選人需得到提名委員過半數通過，行政長
官候選人人數為2名至3名的意見。人大常委會有必要
就這些問題作出規定，一錘定音。否則，若由特區政
府來提出，不僅在香港社會繼續引起激烈爭論，特區
政府也將陷於「磨心」遭受重創。所以，在底線思維
原則立場要毫不動搖，從嚴規範。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堅持普選底線思維 期待人大一錘定音
討論香港普選，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底線思維的深刻內涵就是「確保不崩盤的思維」，不

僅是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大局、國家利益，也是維護香港繁榮、香港經濟和香港民生。底線

思維的關鍵和核心，就是要堅持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張曉明日前在香港新一代文化協

會40周年會慶典禮上的講話，一針見血點破了反對派大講所謂「國際標準」，不過是為了

確保他們的人「出閘」，讓「排斥敵視」共產黨的人成為候選人搶奪特首位置。這讓港人更

加清楚地看到，普選爭論實質上是管治權之爭。底線思維的安全屏障，是特首候選人必須得

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通過。普選的兩條底線要得以實現，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從嚴規範香港特首普選的安排，對提名委員會組成、提名程序和特首候選人人數作出

必要規定，一錘定音，息紛止爭。

■屠海鳴

在這次政改討論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李飛直截了當地向香港社會公眾，說明中央
處理普選問題的原則立場，指出如果對威脅發
動激進違法活動的人屈服，只會換來更多、更
大的違法活動，這樣會令國家和香港永無寧
日。
李飛以1982年鄧小平與戴卓爾夫人見面時的對

話，比喻今日面對香港普選問題。他說，戴卓爾
夫人當時指，如果中國收回香港，會為香港帶來
災難性影響，而鄧小平當時說，會勇於面對災
難，作出決策。李飛說，今日亦應以同樣最大的
決心和勇氣，果斷決策，作出歷史抉擇。中央官
員這個表態，把反對派打個措手不及，他們想轉
身也來不及。

誰都可以看到，人大常委會絕對不會答應反
對派的無理要求。這樣一來，反對派的「佔
中」威脅策略，立即原形畢露。反對派周日搞
了一個所謂「佔中登高」，以為可以展露出
「佔中」的「實力」，結果僅得幾百人參加，
可憐得很，暴露出實力嚴重不足的「二仔
底」。反對派「佔中」又不能，不佔又騎虎難
下，狼狽得很，束手無策，瞠目結舌，講不出
一個對策。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近日也發出了哀鳴，說

「不會在8月31日人大常委會決定政改框架下立

即『佔中』，『佔中』周日將與『真普聯』、學
界及民間團體開會商討。」戴耀廷說，「『佔
中』發生的機會不小，至於『佔中』可持續多
久，則是考驗香港市民是『務實認命』，還是
『犧牲抗命』。」戴耀廷推諉港人的洩氣話說明
甚麼？說明了香港各界人士強烈地表達了反對
「佔中」的立場和意見，並舉行了大簽名、大遊
行，使他們感到非常孤立，他們對於「佔中」有
多少人參加，能不能持續下去，相當悲觀。所
以，他們把這個包袱交給了市民，如果市民不肯
追隨他們，「佔中」就要收檔了。

「佔中」已經全線潰敗 高天問

■責任編輯：林立勝 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

郭偉强拍片撐的哥
搵食艱難苦無路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冰桶
挑戰」熱潮繼續，昨日輪到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葛珮帆（EQ）了。她選擇在郵輪泳池
接受「冰桶挑戰」。在淋冰水前，葛珮帆
首先多謝錢國強向她挑戰，讓自己有機會
與眾同樂之餘，還可以行善，更為她首個
郵輪假期增添意義。

點名李慧琼麥美娟董健莉接棒
在今次的活動，EQ希望大家多些關心

ALS「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
以及所有患罕有疾病的朋友。EQ接受了
挑戰後，更向3位愛心爆棚的女議員，包
括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麥美娟及沙田區議員董健莉下戰書。希
望她們可以與眾同樂一起做善事。而一向
支持環保的EQ，為免浪費食水，今次選
擇以泳池水加冰，進行「冰桶挑戰」。

葛珮帆郵輪冰桶挑戰

郭偉强早前構思「沿途有您」系
列的短片，透過拜訪各行各業

的人士，表達打工仔心聲及訴求，
並於昨日上載頭炮《那日，我坐上
了 金 鐘 開 往 灣 仔 的 紅 的 （ 上
集）》。他登上香港汽車交通運輸
業總工會的士分會理事潮哥的的
士，並從對談中了解的士司機面對
的困難。

食無定時 麵包充飢

潮哥首先將車駛至日常用膳的街道，
向郭偉强嘆道的士司機經常「搵食艱
難」，因街道泊位不足，的士難以「安
置」，以致食無定時，往往只能靠麵
包等乾糧充飢。之後他們遇上交通擠
塞情況，潮哥表示經紅隧過海情況更
壞，希望郭偉强能於議會跟進，又指
工聯會支持的「紅加東減」方案可以
紓緩情況，但最好連西隧也減價，讓
部分空載的士可轉用西隧離開港島或
九龍。

氣費高企 加價枉然
潮哥指，石油氣費長期高企，曾

高見每公升6元，現時則為4元至5
元，比初期上升了不少，又因車租
於每數個月就加一次，抵銷了加價
的收益。他又表示，的士行業難以
吸引新人入行，因最低工資令不少
行業薪金比的士司機高，而且自僱
的司機沒有勞工保險，保障不足。
郭偉强希望透過短片，令市民給予

的士司機一份尊重，並在拍攝前與香
港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分會代
表會晤，得悉他們擔心電召的士的手
機應用程式盛行，令「折扣黨」重現。
他已於立法會對此及「兜客」問題提
出口頭質詢，政府指「兜客」取證困
難，但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會加緊留意
電召的士的手機應用程式的發展，並
關注是否有「兜客」情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的士為市民出行帶來方便，但

的士司機一直面對種種困難，有苦無路訴。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郭偉强日前登上的士，細聽司機大吐行業苦水，他們食無定時、

交通擠塞、氣費高企、車租常加、保障不足等。他亦得悉的士

行業擔心電召的士的手機應用程式盛行，令「折扣黨」重現，

已於立法會質詢運輸及房屋局，當局承諾加緊留意有關情況。

■郭偉强上載
《那日，我坐
上了金鐘開往
灣仔的紅的
（上集）》短
片，與潮哥交
談，從中了解
的士司機面對
的困難。

視頻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報章日前報道，
亞洲電視推出一個一連兩集的《香港亂殤》節目中，
在熒光幕出現全屏「新社聯」、「新界社團聯會
NTAS」的字眼以及該會的標誌，有關標誌維持了數
秒時間。有報章昨日就有關安排，追問身兼新界社團
聯會理事長的節目主持人陳勇。陳勇回應時表示，新
界社團聯會有贊助節目，而自己是被邀者之一，負責
落場讀稿，但因為事件涉亞視電視的商業運作，不便
透露贊助的方式以及金額數目。

探討如何避免社會出現動盪
據報道，有關《香港亂殤》的節目，當中大字標出
「動亂是禍、穩定是福」的字樣。而節目回顧香港在
1950年代的雙十暴動等歷史，指暴動由國民黨支持
者策動。節目主持之一為「反佔中」遊行籌委之一的
陳勇，而該兩集的節目，於昨日（25日）及周三（27
日）九時半播出。亞洲電視的節目簡介稱，有關節目
內容圍繞香港政改問題、近期香港社會正面對分裂加
劇、警民衝突增多，社會出現動盪等方面。
至於製作有關節目的出發點，主要是探討如何避免
社會出現動盪，並認為「在此背景下，回顧歷史上香
港社會動盪事件，以史為鑒，無疑有利於香港社會的
長治久安」。節目並且回顧過往社會動盪對股市、樓
市產生的負面影響，對社會正常秩序造成的嚴重衝
擊，藉以表達「避免社會動盪」的理念，「希望對現
實有所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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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班子整體民意微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中

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昨日公布的調查
發現，市民對特首及3個司長的表
現評價變化不大，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於3個司長評分最高。
調查於本月19日至21日進行，以

電話成功訪問了738名18歲或以上
的香港市民。就市民對特區政府表
現的滿意度方面，民調發現有
17.2%的受訪市民滿意政府表現；

表示不滿意的有 43.9%；表示「普
通/一半半」的則有 37.4%。
對特區政府管治班子，包括各問

責官員的整體表現評分方面，最新
民調發現，市民對管治班子的整體
表現評分為46.6分，較上月微升0.2
分。

財爺評分冠三司長
對特首梁振英整體表現的評分方

面（由 0分至 100分，50分為合
格），民調顯示受訪市民對梁振英
整體表現的平均評分為 42.4分，較
上月跌1.1分。3名司長表現評分方
面，民調顯示曾俊華民望排首位，
平均評分為 56.8分，較上月微升
0.7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表現
評分54.8分，較上月跌 2.1分；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的平均評分為 49.3
分，較上月微跌0.1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英華書院早前被指有教師呼籲學
生參與「8． 17 和平普選大遊
行」，英華書院校長鄭鈞傑昨日
證實事件，表示該名教師是獲中
國香港手球總會邀請參與遊行，
並尊重該名教師立場，但指校方
政治中立。
早前有報道指，英華書院體育主

任龐耀榮向學生發出短訊，表示
「多得『佔中』三子」，而體育界
「反佔中」T恤已送到學校。有學
生對龐的行動感到突然。
英華書院昨晚召開校友會議，

鄭鈞傑承認早前校內有一名體育
老師，呼籲 10多名學生參與「8．
17和平普選大遊行」。他表示校
方事前並不知情，而該名教師是

獲中國香港手球總會邀請參與遊
行，他見到報道後已立即聯絡該
名教師，關注學生安全及有否得
到家長同意。
鄭鈞傑強調校方政治中立，不會

發起宣示政治立場的活動，亦不希
望教師呼籲學生參與，表示尊重老
師立場，但認為在政治事件上，不
存在以個人名義邀請，擔心令人誤
解為學校立場。
他又稱該名教師已向校方提交報

告，校方正商討跟進。

英華澄清無迫學生反「佔中」

■■葛珮帆參與葛珮帆參與
冰桶挑戰冰桶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