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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本地立法仍有商討空間
譚惠珠：特首須「愛國愛港」考慮國家安全兼顧各階層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高麗丹、

張聰，實習記者 張議元、陳佩君 北京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通過關於香港普

選行政長官的決定，明確列明普選的法律

框架。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在北京

指出，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的決定，在

本地立法仍有不少商討空間，包括參選門

檻，以至能否以個人票代替公司票及團體

票等。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

表示，提名特首不僅依據特首要「愛國愛

港」和考慮國家安全兩個條件，還需要兼

顧各階層利益。

范徐麗泰昨日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後接受訪問
時說，人大常委會就政改作出的決定，在本地

立法仍有不少商討空間，包括參選人需獲得多少名
提委會委員推薦才能參選、假如只有一名候選人的
解決方法，以至能否以個人票代替公司票及團體票
等，「我相信，此時此刻投票，『泛民』是不會支
持的，但民主發展不是一下就停。本港選舉制度會
按本港實際情況再作改變。」

核心問題設框架免爭拗
她續說，反對派提出「佔中」行動的說法多時，有

中央官員認為絕對不能退縮，否則將來情況會變得更
難控制，「今次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在核心問題上設
立框架。如果不設框架，香港會出現爭拗。中央也認
為，擾亂本港金融制度等同影響國家安全。」
列席人大常委會會議的譚惠珠形容，昨日早上分
組審議非常順利，其所屬小組很快就通過決議草
稿，讓大家鬆一口氣。提委會由四大界別組成不
變，產生辦法是以功能組別的間選及當然委員，特
區政府仍有空間就具體細緻問題進行諮詢。至於詳
細每個分組界別的產生辦去，有關本地立法事項可
由特區政府處理。

年期無規範「五步曲」逐次啟動
被問到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規範的年期
是否不限於2017年普選特首，譚惠珠說，今次的
決定是針對特首上月提交的政改報告，處理2017
年特首選舉及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是否需要修
改，「每一次產生辦法的改變，都要先由特首啟動
『五步曲』提出。」
譚惠珠其後接受本報訪問時強調，提名特首不僅
依據特首要「愛國愛港」和考慮國家安全兩個條
件，還需要兼顧各階層利益。提委會按民主程序產
生2名至3名候選人，確保港人有更多機會認識候選
人的政綱及品行，「若人數太多會造成混亂。提委
會提名特首需要考慮候選人應與中央有良好的工作
關係，這對香港有好處，對落實基本法有好處。」
談到過半數提名門檻，她指出，提委會過半數的

要求，確保了一個候選人能兼顧各階層利益，讓香
港社會各階層都能夠參與，有利於提出一個「愛國
愛港」的特首候選人，「提委會成員均是具備社會
經驗及閱歷的人，他們知道需要一個好的管治，也
明白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要性。要他們過半數來支
持一個候選人，對這方面是一個保證。」
至於提名門檻操作是「全票制」或「單票制」，

譚惠珠表示，集體還是分開投票，還需香港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饒
戈平昨日出席全國記協新聞茶座時表示，全國人
大常委會昨日就香港政改發布的相關決定，為香
港普選確定了原則和制度框架，也為下一階段政
改方案指明方向。他提出，特首候選人的「愛國
愛港」標準，需要經過三個環節層層考量：1,200
人提名委員會、香港合資格的選民、中央政府。
饒戈平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人大常委會決定

是依據香港基本法和以往的人大相關決定做出來
的，既表明了真誠推進普選的意願，也體現了推
進實施普選的依據，為香港實施普選確定了原則
和制度框架，為下一階段制定政改方案指明了方
向，是有法律依據的決定。
他直言，反對派和激進反對派不接受這個決

定，是出於他們的政治主張。當前最關鍵的、最
大的命題，是如何推進普選和實現普選。「相信
香港社會各界，包括『泛民』人士都意識到，這
個決定是能夠推進香港普選的一個依據。脫離這
個決定就談不上普選、談不上一個共識，實現普
選的願望可能就會落空。」
人大常委會明確提出，必須是「愛國愛港」人
士才能參選行政長官，並需要在普選辦法中作出
一些制度性安排來確保「愛國愛港」。對此，饒
戈平指出，這次明確提出要有「政治資格」，是

因為在香港過去的政治活動中，明顯存在與中央
對抗、與香港基本法唱反調的一些政治人物想要
積極出閘的情況。

中央不能讓「一國兩制」放任自流
他說：「中央政府是『一國兩制』制定者，也是

其實施過程中的主導者和保護方向的把舵人，不能
讓『一國兩制』放任自流，所認可的行政長官必須
要承擔這樣的責任。『愛國愛港』是基本的政治判
斷，任何涉及政治人物的選舉都不可能脫離對他政
治立場的考察。作為對香港政治發展主導角色的中
央政府，提出這樣的要求不算過分。」

有言在先 防憲政危機
饒戈平認為，如何判斷是不是「愛國愛港」，

有三個環節可以考察。第一步，1,200名提名委員
會對候選人進行政治考量，考量他過去的表現和
他可能提出的施政綱領來判斷他是不是真正「愛
國愛港」。第二步，320萬香港符合資格的選民有
政治判斷，他們期待一個怎樣的特首領導他們溝
通和中央政府的關係，取得中央最好的一種支
持，他們會有一桿秤來判斷「愛國愛港」。第三
步，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時，會考察其政治覺
悟。「早點提出這樣的政治要求是有言在先，為
了防止香港普選出現誤差，防止以後出現一些不

願意看到的憲政危機。」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指出：「提名

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
的現行規定組成。」昨日全國人大委員會將此規
定中的「參照」確定為「按照」。饒戈平指出，
此前的「可參照」是帶有指引性的，多少帶點選
擇性含義。「按照」是帶有一種確認、確定性，
意味着必須依據這個規定。
他說：「在前段時間的諮詢過程中，關於提名
委員會的組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此問題
不加以明確，對下一階段政改會形成很大的傷
害。所以作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最高權力機關
的常設機構，有必要針對社會所爭論的，給予明
確的意見和指示。」
如果2017年政改方案無法通過，特首將如何產

生？饒戈平強調，如果政改方案無法通過，只能
按照現在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來產生2017年行政
長官，這個原則全國人大在三次相關決定中都有
明確表示。按照該原則選舉特首，一方面說明中
央會嚴格按照法律辦事；另一方面表明中央推動
香港普選的意願和立場是不會改變的。「即使
2017年不能夠實行普選，中央仍然會堅守香港基
本法規定，繼續推進香港普選，這個立場不能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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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不移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政策，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辦
事，穩步推進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是中央的
一貫立場。否則，中央就不會把在中英聯合聲明中根
本沒有提及的「普選」概念寫入基本法，作出莊重的
法律承諾，更不會在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底的決定
中明確普選時間表。這次人大常委會決定為特首普選
確定原則、指明方向，只要香港的普選進程嚴格按照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辦事，2017年將
可望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決定體現中央推進香港民主的誠意與善意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既嚴格遵循憲法、香港基

本法，又認真聽取、積極回應香港社會主流民意，具
有充分的法理依據、堅實的民意支撐和重要的社會共
識基礎。決定體現了中央推進香港政制發展和民主進

程的誠意與善意，體現了中央維護香港長遠利益的責
任與擔當，對於確保「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實
施，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依照基本法所開創的「一國兩制」的生動實踐，是
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一國兩制」的生
動實踐就包括香港特區的民主發展，特首普選對香港
是歷史性的進步，開啟了新里程。比較起來，英國實
現普選用了281年時間，美國用了195年。若香港在回
歸後的20年就可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新跨越，是
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發展範例。

核心問題規定促進香港社會凝聚共識
人大常委會關於特首普選制度核心要素的規定，最

受關注的是以下三點：
第一，根據人大決定的規定，提名委員會按照現行的

選舉委員會組成，沿用目前選舉委員會由1,200人、四

大界別同等比例組成的辦法。這一規定體現了基本法規
定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的立法原意。提名
委員會按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組建，既是香港基本法有
關規定的要求，也是行政長官普選時體現均衡參與、防
範各種風險的客觀需要。香港主流民意也認同，提名委
員會應參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組成。

第二，人大決定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提名
委員會全體委員過半數支持，體現基本法規定的提名
委員會機構提名的性質，體現機構的集體意志。基本
法規定的「民主程序」應當貫徹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
原則，以體現提名委員會集體行使權力的要求。因
此，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委員過
半數支持是適當的，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有助於促進
香港社會凝聚共識。

第三，人大決定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人數為二至
三名，可以確保選舉有真正的競爭，選民有真正的選
擇。香港回歸以來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各次選舉
幾乎都是在二至三名候選人之間競選。香港主流民意
也認為，二至三名候選人符合香港的選舉實踐。

決定撥清迷霧匡正驅邪
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上，香港社會存在較大爭議，

各種政治見解針鋒相對、劍拔弩張，少數人肆意詆
毀、排斥基本法和人大2007年決定有關提名委員會的
規定，試圖甩開基本法另搞一套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
的安排，少數人甚至公然煽動違法活動。這種情況勢
必損害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治，損害廣大香港居民和

各國投資者的利益，損害香港
的長期繁榮穩定。在此撲朔迷
離的複雜形勢下，人大常委會這次決定撥清迷霧、匡
正驅邪、確定原則、指明方向，有助於香港社會在新
的起點上息紛止爭，凝聚共識，依法循序落實行政長
官普選目標，並能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民主發展要避免原地踏步
人大常委會決定在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時刻，邁

出香港政改「五步曲」的第二步。下一步，特區政府
將按照人大決定和第二輪政改諮詢主流民意提交具體
政改方案，爭取三分二立法會議員支持，否則只能原
地踏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指出，假如
2017年原地踏步，香港錯過的不只是一次發展民主的
機會，而是會令香港產生更多政治爭拗，無法把精力
放在經濟及社會發展上。香港可能錯失的發展機遇，
是不可能再來的。

依法如期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國家與香港的大
事，也是香港市民的大事，廣大市民應團結起來，精
誠合作，迎難而上，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一起，為順利
實現行政長官普選而共同努力，把普選由夢想變成現
實，譜寫「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發展的光輝一頁。香
港民主發展要避免原地踏步，反對派中的溫和力量需
「拿出勇氣和智慧」，勿令中央、特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為香港普選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付諸東流，勿讓政
治爭拗困擾香港，勿讓他們自己成為香港民主發展的
歷史罪人。

──人大常委會決定系列解讀之一

人大決定為特首普選確定原則指明方向
在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時刻，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就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決定，對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作出了明確規定。這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依法對香港特區政制發展問題作出的又一個重要決
定，為特首普選確定原則和指明方向。依法如期實現行政長官

普選，是國家與香港的大事，也是香港市民的大事。廣大市民應團結起來，精誠合作，迎難
而上，與中央和特區政府一起，為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而共同努力，把普選由夢想變成現
實，譜寫「一國兩制」偉大實踐發展的光輝一頁！

齊鵬飛：普選要邁出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北京報道）中國人

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教授昨日在北
京指出，也許普選方案並非人人滿意，但香港首
先要把2017年普選這一步邁出去，以後才會有進
一步完善的空間。他強調，中央肯定是盡最大努
力來推動香港能夠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
標，但若出現不測，就會導致香港原地踏步。他
希望香港接下來能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基礎
上，把一些不必要的爭論停下來，集中精力看第
三步如何邁好、如何邁得出去。
齊鵬飛昨日指出，人大設定特首候選人為2名至

3名是合理的，是最大公約數的共識，並且行之有
效。在目前香港社會對於普選爭議較大的背景
下，香港政改怎樣往前走，是大家都關心、關注
的問題。人大決定不僅明確指明2017年行政長官

可以普選，而且對於如何普選作出了規範性指
引，將起到凝聚共識的作用。

人大決定 打開完善空間
對於人大決定出來後，接下來的政改第三步是

否仍有討論空間的問題，齊鵬飛認為，在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基礎上，仍有很大的群策群力討論空
間。如果2017年普選這一步行得通，後面還可進
一步完善和深入，這一步一定要邁出去。2017年
普選方案也許並不是人人滿意的方案，但應是以
民意最大公約數為基礎的方案，而且以後還有很
多完善空間。民主是循序漸進的過程，這次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打開了未來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齊鵬飛指出，不只是「民主派」或者「泛民主
派」追求民主，應該是香港各派別都支持民主，民

主應該是一個普遍的共識和一個共同的願望。
他又指，香港的「民主派」、「泛民主派」

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應該叫反對派更恰當，而且
有些叫極端反對派更恰當。這些人明顯與中央對
抗，與中央唱反調。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負責，也要對中央負責，怎
麼能老跟中央唱反調呢？

邁步重要 倡停不必要討論
這位專家強調，中央是最大的民主派，是最堅

定的民主派。中央肯定是盡最大努力來推動香港
能夠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但若出現
不測，就會導致香港原地踏步。他相信，香港同
胞應該有政治智慧和經驗，知道邁出這一步，對
香港未來發展有多重要。
他建議，香港接下來應該把一些不必要討論停

下來，集中精力看第三步如何邁好、如何邁得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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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2016年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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