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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太多候選人會混亂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

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提名門檻和候
選人數目設限是「合理合法」。他指
出，「過半數」的提名門檻，先能代表
「提名機構」的整體意見；再者，很多
公司機構董事會均須「過半數」董事先
能通過，重要會議甚至要超過三分之
二，「我認為『過半數』的提名門檻是
『合情合法』。」
他續說，基本法清楚定明，提名委員

會參照現行選舉委員會組成，為此，提
委會維持四大界別絕對具合法性；至於
特首候選人數定於2人至3人為上限也是
合理的規定，「太多候選人不單情況混
亂，還會導致選舉成本過高，前兩屆行
政長官選舉也是3名候選人。」
盧文端並批評，反對派不斷提出超過
香港政治現實的要求，根本沒有誠意理
性討論，「任何選舉方式都要符合香港
實際情況。香港回歸僅10多年，應循序
漸進發展而非一步登天。」

鄭耀棠盼仔細定框架 免爭拗
正在北京列席會議的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鄭耀棠希望，人大常委會就2017年行
政長官選舉辦法，制定出仔細內容，
「政改諮詢已進行相當長的時間，而
『泛民』對中央邀約卻一再『請食檸
檬』，食得多會胃酸過多。國家處事不
能拖拉，遲早要有了斷，倒不如清清楚
楚告訴市民政改應該如何走，免得又起
爭拗，若還留有空間，只會爭論不休、
浪費時間。」
他不認為人大常委會公布普選框架等同
「落閘」，「中央履行普選特首承諾一直
沒有改變，但香港部分人早於年幾前開始
策動『佔中』。無論人大常委會如何決定，
這些人都會搞『佔中』，甚至不想香港普
選行政長官。中央的研究不是一朝一夕，
而是詳細研究過各方意見才提出方案的。
人大常委會公布框架不是『落閘』，方案
出來後還可以討論。」

黃友嘉：外國選舉多2至3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認為，「過
半數」提名門檻、候選人數定於2名至3
名，均屬合理規定，「即使『過半數』
提名門檻是高的要求，但反映了人選真
正獲得提委會的大多數支持。有些人更
會反駁，若不獲『過半數』支持怎能體
現『機構提名』？若有5名至6名候選人
的話，的確比較混亂。事實上，許多外
國選舉制度中，最終有機會勝出的候選
人，通常只有2名至3名。」

陳勇盼定出候選人數目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期盼，全國人大
常委會定出清晰框架，包括提名門檻和候

選人數目設限，推動香港落實「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歷屆行政長官選舉，候
選人均維持於2人至3人，這是可以接受。
我盼望香港盡快落實政改『五步曲』，為
香港民主走出一大步。」
他續說，現階段應先行解決2017年行政

長官選舉，隨後討論立法會選舉辦法，這
也是符合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容永祺：與中央對着幹無好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

人員協會創會會長容永祺表示，特首選
舉提委會是根據選委會演變而來，其組
成代表了香港的價值觀和香港的精神，
具廣泛代表性及社會認可，也是基本法
明文規定的，不應武斷否定。
他續說，四大界別包括各界精英及代

表， 「當時是很有智慧地定出來的，即
使到現在，引領香港的依然是工商界
別，不能無視他們的聲音。……如果他
們（工商界人士）比較傾向支持愛國愛
港人士，原因很簡單，他們也看到，與
中央對着幹是沒有好處的。」
容永祺又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

分，香港在討論政改時不可以不考慮國
家主權及安全等因素，而「一國兩制」
已經給香港很大的空間，應該好好珍
惜，民主的發展應根據基本法循序漸
進，要先行出第一步，然後再不斷改
善，第一步都踏不出，往後很難有機會
落實普選。

黃國健：特首普選須依基本法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強調，特首
普選一定要按照基本法原則進行，中央
對此有絕對決定權，香港亦有責任處理
好選舉安排，確保社會穩定，經濟發
展，人民生活不變。
他指出，「過半數」的提名門檻是理

所當然，可確保特首人選有足夠的認受
性及代表性，而規定參選人不多於3人，
亦可令選舉集中焦點，「選特首是選賢
與能，要高質素，不是開派對，人多就
好。」而凡事有緩急輕重，他支持先做
好2017年特首選舉，將來再處理2016年
立法會選舉制度的問題。

陳恒鑌：民建聯倡「全票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說，民建聯

提交的政改建議方案，建議採用「全票
制」確保候選人取得提委會「過半數」
提名支持，「若不採用『全票制』，較
難挑選出獲『過半數』提名的候選人，
屆時候選人就難有廣泛代表性。」
陳恒鑌並指，候選人數目定於2名至3

名是合乎規定，「太多候選人會眼花繚
亂。按照過往幾屆的選舉經驗，說明選
委會按四大界別，既符合均衡參與的原
則，又能確保有效運作。至於2016年立
法會選舉辦法應維持不變，先易後難，
先集中討論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

各界：「過半數」門檻「合理合法」
認同提委會維持四大界別 寄語反對派勿「超現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有關香港政改

的決議草案，預料將為提名門檻和候選人數目定下具體規定。香港社

會各界認為，「過半數」的提名門檻，既體現出「機構提名」，又能

確保候選人獲提委會的大多數支持，並認同提名委員會參照現行選舉

委員會組成，包括維持四大界別，以至候選人數目維持2人至3人。

這些規定「合理合法」，有助讓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主，並寄語反對

派不要再提出超過香港政治現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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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委員長昨日主持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

定將關於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的決定草案，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在特首普選

的討論中，候選人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通過，爭

議最大。有人說，人大常委會可以不就「過半數」問

題作出規定，以讓香港社會有更大的討論空間。其

實，「過半數」既是基本法機構提名和均衡參與原則

的要求，也是排除對抗中央的人當選特首的關鍵屏

障，是必須堅守的普選底線，不存在討價還價的空

間。人大常委會須一錘定音作出決定，確保順利落實

普選。

特首普選必須堅持兩條不可逾越的底線：一條是法

律底線，按基本法辦事；一條是政治底線，特首人選

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特首候選

人必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的支持，就是守住這兩

條底線的關鍵所在。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特

首候選人，是一種機構提名，必須體現機構的集體意

志。眾所周知，一間公司作出重大決定，必須得到過

半數的董事同意。立法會通過任何動議，都要過半

數。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甚至需要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是一個重大的決定，

不得到過半數提委的支持，怎麼能夠體現「機構提

名」和「集體意志」？同時，特首候選人只有得到過

半數提委的支持票，才能顯示其在提名委員會中得到

不同界別的廣泛支持，這也是基本法關於均衡參與原

則的要求。

特首普選不僅關係到香港的繁榮穩定，更事關國家

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只有「過半數」，才能有效

排除對抗中央的人當選特首，做到「零風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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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可能導致最

後一名當選的候選人得票極低。這就會留下對抗中央

的人成為候選人的風險。人大常委會對「過半數」作

出明確規定，將成為堅守普選底線的安全屏障，確保

特首候選人是中央能夠接受的愛國愛港人士，切實維

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

可見，提名委員會「過半數」的門檻是合法合理且

又必須的安排，關係到香港管治權由誰掌握的問題，

關係到能否守住特首普選的兩條底線的問題，沒有退

讓妥協的空間。如果人大常委會不對「過半數」的問

題作出決定，有關爭論只會沒完沒了，耽誤普選。只

有人大常委會作出明確規定，才能夠息紛止爭，推動

香港社會在新的起點上凝聚共識，同時可以打掉反對

派企圖通過突破提名機制，讓中央不能接受的人成為

候選人去爭奪特首位置的幻想。

「過半數」事關普選底線 沒有討價空間
日本《朝日新聞》昨日報道，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曾多次以自民黨總裁名

義，向追悼二戰後被處刑的甲級、乙

級及丙級戰犯的法事發唁電，包括今

年 4 月在唁電中為戰犯歌功頌德，讚

揚戰犯「賭上自己的靈魂，成為祖國

的基石」。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及世

界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安倍以唁電美

化侵略歷史，挑戰聯合國對戰犯的正

義審判，不但有違人類公義道德，是

對國際良知的嚴重挑戰，更企圖推翻

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暴露軍國主義復

辟的危險趨向。各國必須高度警惕日

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安倍公然與國

際社會以及人類良知為敵，必將令自

己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

靖國神社供奉包括14名臭名昭著的

甲級戰犯，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

涉及日本周邊國家及被侵略國家民眾

的痛苦記憶。發起追悼包括甲級戰犯

在內的法事組織，更發表猖狂右翼言

論，將聯合國對戰犯的審判定性為

「歷史上在全世界都罕見的殘酷報復

性審判」，將被處決、自殺或病死的

所有戰犯視為「昭和殉難者」。安倍

在法事中發出唁電，認同右翼組織荒

謬的歷史觀點，露骨地歌頌戰犯，肆

意美化日本的侵略行為，激發各國民

眾公憤。安倍上月已經借解禁集體自

衛權打破和平憲法的「約束」，本月

又通過代理人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

費，暴露安倍復辟軍國主義的圖謀。

安倍是歷來首個在任期間發出唁電

的日本首相。雖然安倍強調唁電以自

民黨總裁名義發出，但日本軍國主義

在侵華戰爭中犯下殘暴罪行，鐵證如

山，面對昭然若揭的史實，任何有良

知的人，都不可能對犯下滔天罪行的

戰犯形容為「祖國基石的殉難者」，

甚至認同對這些戰犯的戰後審判是

「報復行為」。安倍作為現任首相，

發出歌頌戰犯的言論，是挑戰人類良

知以及二戰後的國際秩序。安倍歌頌

戰犯的泯滅人性言行，必然會遭到各

國熱愛和平的人民的一致反對。

（相關新聞刊A24版）

安倍歌頌戰犯 挑戰國際良知
A4 重要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
會將於本月31日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反
對派昨晚舉行所謂「六方會議」，「佔中」行
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聲稱，他們將於周日在特
首辦外集會，並形容這個集會會是「佔中」以
至整個「抗爭行動」的「啟動點」。

「六方會議」：非預演「佔中」
反對派昨晚舉行「六方會議」，初步交流對

周日（8月31日）行動安排的意見，未有具體
的落實方案。戴耀廷稱，他們周日到特首辦外

集會，並非預演「佔中」，只是讓反對派一起
表達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當日決定的立場。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會後稱，倘全國人大常

委會將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決定，將特首候
選人的人數限在2人至3人，及要求參選者須
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等具體要求，則
反映中央政府是在「欺騙香港市民」，「香
港人將會對此感到憤怒及憂心」，該黨會在
適當時候，與「佔中」3名發起人商討有關
「佔中」行動及其他抗議方式。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香港特首普選定出什麼具體要求，要以官方
正式公布作準，但假如候選人的人數約2名
至3名，及要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等
具體要求的消息屬實，比很多建制派的建議
更差，將來選出的特首只會「沒有腰力、牙
力及膊頭」管好香港云。

學聯擬號召大專罷課
學聯代表岑敖暉聲言，倘中央要求香港特

首候選人須獲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及
將候選人數限制在2名至3名，學聯就會號召
大專在9月中或以後罷課。「學民思潮」發
言人劉貳龍則稱，「學民」成員會響應罷課
行動，並發起其他的抗議行動。

反對派聲稱周日特首辦外集會「抗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邵萬寬）香港反對派威脅稱，倘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所作出的決定，不符合他們口中的「國際
標準」就會「佔領中環」，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強調，普選
必須依法落實，反對派的「佔中」是挑釁行為，是不惜以香港市民
作人質要脅中央。不過，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會以是否引發「佔
中」作為考慮的前提，中央亦已對可能會出現的「一些困難」有充
分心理準備。

葉國謙：一人一票市民共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昨日被問到決議案內容會否引發「佔領
中環」時指出，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不會以是否引起「佔中」作
為前提。他強調，2017年以一人一票方式落實普選，是歷史性的，
也是廣大市民的普遍共識，只要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有關決定，將可
實現普選，「如果唔滿足你要求，就去『佔中』，呢個你的權
利……如果唔依法，只能根據法例（執法）。」

吳秋北：「佔中」是挑釁行為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昨日引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前日出席分組會議時說，預料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普選作出決定後，
香港會有「一些事情發生」，或可能面對「一些困難」，但中央已
有充分心理準備。
他指出，人大常委會仍未定出政改框架，反對派就部署本月31日發
動「佔中」，這完全是挑釁行為，不惜以香港市民作人質要脅中

央。若以「佔中」行動刺激常委決定，最終受傷害的是香港市民。
吳秋北呼籲，反對派應與中央互相營造對話空間，「中央與特

區政府今次就政改諮詢是前所未有，特別是，中央負責香港事務
的相關官員，一再到深圳聽取意見，相信各界意見都能充分反
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姚祖輝表示，今日會表達萬一「佔中」發生，
特區和中央政府應如何應對，又建議人大常委會就是次的政改決
定，多做宣傳和溝通工作，令香港社會各界理解中央立場。
就有關決議案會否引發「佔領中環」，有消息人士坦言，人大常
委會作出決定後，「阻唔到『佔中』。……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不過，他強調，「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的討論正在浪
費時間，「仲（餘下）有幾多（本地）立法時間？」人大常委會就
政改問題作出清晰決定，有助香港社會減少爭拗和糾纏。
香港潮州商會會長周振基昨日被問及有關最快在9月有可能發生

「佔中」時表示︰「香港潮州商會早幾個月開始鼓勵大眾市民用和平
的方式表達意見，不希望有市民用激烈的手段來『佔中』，『佔中』
不僅影響在中環的市民，對香港整體的國際形象都會有影響。有任何
事情都可以拿出來討論，而唔需要用到『佔中』這個行為，香港潮州
商會堅決反對『佔中』，希望各界根據基本法的方針辦事。」
他強調，大家應理性去討論，以香港的大局為重，凡事有商有
量。香港潮州商會希望大家先接受一步一步改進的普選方案，先達
到全民普選，就算提名委員會有一定的規例，但起碼一人一票去選
特首，將來如果有意見再慢慢去改進。

港若現「佔中」中央準備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