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引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循序漸進 推動普選 符合香港利益
香港基本法訂明，香港實現普選時須依據香港的實際情況。香港最基本的實際情況就是，她

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普選行政長官不能照搬其他國家層面的領導人選舉模式，香港的
普選只能是地方選舉。香港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也要對國家的安全、主權和發展利益負責。

■李引泉國家安全責任未完全承擔
香港在港英管治時期，自1985年立法局引入選舉，

到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不過是30多年時間，民
主發展進程可以說是比較快的。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香港特區負有制定國家安全法律的憲制責
任，但時至今日，這個責任仍然沒有落實。在這樣的
條件下實現普選，反映中央的寬容。香港市民應該抓
住這個有利的時機，先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使香港
的民主進程向前邁進一步。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香港基本法規定在香港特區
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條件是以永久性居民為界，
並非以公民為界。目前香港有大概20萬永久性居民持

有外國國籍，這些人同樣可以選特首。在目前國家崛
起進程中，面對外圍形勢嚴峻，中央也要評估普選特
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英美利用代理人干擾「一國兩制」
香港歷來與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聯繫。港英統治長達

一個半世紀，在香港有「緊密」聯繫，留下了沉重的
歷史印記。回歸前，港英當局打着「還政於民」的幌
子，試圖與中國政府爭奪未來香港政制設計的主導
權，少數港人今天仍在堅持這個目標。英國在香港培
育了一批政治人物，這些人已成為反對派的中堅力
量，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他們在「民主」旗號下動
作不斷，目的就是干擾香港基本法的實施，干擾「一

國兩制」。
香港回歸以後，美國的介入日益加深，已經成為中

國在處理香港事務時必須面對的最重要的外部力量。
除維護其在港的龐大經濟利益與政治影響之外，地緣
戰略利益越來越成為美國對港政策所追求的重要目
標。隨着中國崛起不可避免，美國高調推出「重返亞
洲」戰略，企圖將香港作為其中重要的一個棋子。美
國對香港的滲透面越來越寬，尋找和支持他們利益的
代理人，從幕後走到台前，直接干擾對抗香港的政制
發展，破壞香港穩定。

激進反對派串聯「台獨」勢力
香港激進反對派與台灣「台獨」勢力互相串聯。香

港有人去台灣向「台獨」人士取經，台灣有人來港
「觀摩」「七一遊行」和佔領特首辦行動。他們均致
力強化各自社會的所謂「本土意識」，排斥和內地的
交流，不利於民族和國家的團結與和諧。

香港不僅是個航運
上的自由港，在資
金、人員、資訊上也
沒有太大的交流屏
障。這也造成了香港
在政治上是個不設防
的城市。截至目前，香港仍然缺乏維護國家安全和主
權安全的法律制度與社會意識。

排除外部勢力介入干擾
在這樣的實際情況之下，香港應該怎樣實行特首普

選，同時有效排除外部勢力的介入和干擾，每個市民
都有責任思考。因為這才是公民社會成熟的標誌。目
前港人對普選爭議不大，應先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
再逐漸循序漸進改良提委會機制，才是最明智的選
擇。這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也符合香港的社會利
益。 （註：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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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七成市民挺人大決定
民調86%盼如期普選 多認同愛國愛港者當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市民普遍支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對香港政改作出的決定。「新

浪香港網」昨晚的網上民調顯示，有67%的網民支

持決定，更有多達86%的網民認為即使各界持不同

意見，也應於2017年落實一人一票選特首。市民普

遍認為，有國才有家，需要由愛國愛港人士做特

首，支持循序漸進，對決定把違法方案否決感到高

興。

「新浪香港網」昨日開設網上民調，截至昨晚11時20分共
有883人參與。結果顯示，67%的網民支持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香港政改的決定，86%的網民認為即使各界持有不同意
見，仍然應以落實普選為目標，使500萬選民在2017年實現一
人一票選特首。是次調查僅限香港網民參加，且限制參與者
cookie以保公信力。

網民批反對派「度身訂做」當標準
網民「Gary」支持決定，強調香港政制不要原地踏步；「差
館亞伯」表示有國才有家，國家安全凌駕一切；「Sam Lai」支
持循序漸進：「香港需要由愛國愛港人士做特首！」「度身訂
做標準」批評反對派所提出的「國際標準」，是按他們個人度
身訂做的標準，「他們亦無法提供有關國際標準的確切定
義！」「仁哥」對決定把反對派企圖「欽點」自己友的違法方
案否決感到高興：「好嘢！」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前，九龍社團聯會於本月公布的
調查發現，受訪市民普遍認同香港須依法落實特首普選，有
74.42%受訪市民認同，即使大家對提名委員會提名程序持不同
意見，2017年也應該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不同意的僅得
25.58%。
九龍社聯指出，調查發現市民普遍認同香港政制必須向前邁
步，因此香港必須把握機會通過政改、落實普選，讓特首和特
區政府享有更高認受和問責性，強化管治權威，「市民普遍認
為必須依法爭取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確保香港社會繼續
穩定發展。」

九龍社聯：不願見政改「拋錨」重演
九龍社聯強調，「2005年政改被否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讓市民汲取了沉重的歷史教訓。大多數香港市民思維理性務
實，不願看見政改『拋錨』重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佔中三
丑」昨晚在中環添馬公園舉行集會，集會至
昨晚9時結束後，「學民思潮」成員稱不滿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的決
定，聯同逾百名示威者包圍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李飛下榻的灣仔君悅酒店，聲言要
求解釋及對話。他們一度推撞警方架起的鐵
馬。警方兩次舉起橫額，警告示威者正進行
未經批准的遊行，有可能被檢控。
「佔中三丑」昨晚在中環添馬公園舉行集

會，並聲稱有5,000多人出席，警方則指集
會高峰期有2,640人。多個反對派激進團體

在集會期間輪流上台發言，不斷以煽動言語
呼籲市民「佔中」外，更企圖荼毒入世未深
的莘莘學子。

集會一言堂 喊「鴿黨」賣港被逐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稱，今日會正

式啟動籌備中學罷課工作，更揚言未來兩個
月內隨時發動罷課，而「佔中三丑」之一的
戴耀廷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則呼籲大學
生罷課。不過，是次集會竟容不下異見，一
名男子用擴音器大叫「『民主黨』出賣香
港」後，迅即被大會的糾察人員強行帶離現

場，雙方一度出現推撞。
集會至昨晚9時結束，「學民思潮」發起

後續行動，呼籲示威者包圍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李飛下榻的灣仔君悅酒店，「要求
解釋和對話。」結果有近百人遊行到酒店，
警方兩次舉起橫額，警告示威者正進行未經
批准的遊行，有可能被檢控。
示威者到達酒店後，警方在酒店對面瑞安

中心，以鐵馬設立示威區，但「學民思潮」
成員聲稱示威區「太小」，拒絕進入。有示
威者更拆走警方鐵馬，又一度衝出馬路，立
刻被警員帶走。示威者其後到灣仔政府大樓

對開聚集，大批警員手拉手築起四重人鏈，
抓緊鐵馬，防止示威者再次衝出馬路前往酒
店。

警：已發警告展示橫額
警方發言人昨晚表示，一直與示威人士保持

緊密聯繫，並作出妥善的人流管理安排，確保
該公眾活動能在一個安全及有秩序的情況下進
行。
對於有示威者一度拉扯及推倒警方設置的鐵

馬，發言人指，警方已發出警告及展示橫額，
要求他們遵從現場的警務人員的指示停止推撞，
以免發生意外，造成不必要的損傷。
發言人又強調，尊重公眾人士表達意見，

言論及集會的自由，指示威人士表達訴求
時，亦必須遵守香港法律和社會秩序，呼籲
集會人士以和平和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

記者爭問李飛「冷落」其他官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民間團體昨日下午自
發在特首辦外集會，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政
改有關的決定。團體指，人大常委會確實地為香港政
改定出框架，令香港人可以走回正路討論政改，他們
又批評反對派參與「黑金政治」，所提出的「公民提
名」及「佔中」是不切實際、浪費時間。集會吸引不
少市民參加，有市民批評「佔中」是在教唆巿民犯
法，呼籲「佔中」者馬上懸崖勒馬。
十多名保衛香港運動的成員昨日帶同花牌和標語到

特首辦外，高呼「普選要依基本法」等口號，支持人
大常委會為普選特首定下的框架。運動發起人傅振中
表示，人大已對香港政改作出確實決定，相信只要香
港人理性討論，便可順利實行一人一票選特首。他強
調，人大一定要定出嚴格框架，才能確保下一任特首
是愛國愛港的。

傅振中批「公提」圖「帶港人遊花園」
他並批評，反對派刻意提出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是企圖「帶香港人遊花園」，質疑反對派是收
取「黑金」後，故意搞事破壞香港的繁榮安定。被問
及「佔中」行動昨晚在添馬公園舉行集會回應人大決
定，傅振中表示「佔中」已不得民心，相信會胎死腹
中，但他認為香港人應容納不同意見，相信警方會作
恰當安排，防止混亂發生。
是次集會吸引了數十名市民參加，退休警長譚先生

表示，非常支持人大定出政改框架。他認為，之後仍
會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他又批評，「佔中」「吃力不
討好」，更是教唆巿民犯法，「就算你覺得有問題，
都唔應該用犯法手段威脅中央。」

市民：「過半數」保候選人質素
公司董事孫小姐表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半數以

上提委會委員支持十分合理，因為這樣才能確保候選
人的質素。她質疑，反對派提出「公民提名」是想香
港無普選，因為「如果香港有普選，到時佢哋都唔知
有咩做。」
示威人士原定在集會後由特首辦步行至添馬公園，

但警方不放行，他們其後經另一方向往添馬公園，亦
遭警方攔截。警方指示威人士是未經批准集結，隨後
在海富中心，往政府總部天橋下，劃出示威區，示威
者最後和平散去。

圍李飛下榻酒店「學民思潮」撞鐵馬搗亂

﹁保
港
運
動﹂
挺
人
大
定
框
架

政
改
回
正
路

另外，有3名「學民思潮」成員和2
名網絡媒體記者上周四預早訂了有關酒
店，並於昨午4時左右到酒店登記入
住。黃之鋒今日凌晨向傳媒訛稱，有警
員破門入房，並聯同數名酒店保安將
「學民」成員趕離。然而，2名被趕離
的「學民」成員Derek及William事後卻
「篤爆」黃之鋒講大話，澄清當時並無
警員破門入房，只是他們帶同示威標語
從酒店房間走到大堂，準備向李飛展示
時，被保安員帶到示威區。
該數名學民思潮成員已被酒店列為不

受歡迎人物，暫時禁止再進入酒店，直
至今早10時才可重返酒店房間。

成員篤爆黃之鋒講大話屈警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全票通過關於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及2016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李飛隨即在記者會上解釋人大有關決
定，現場逾百名中外記者爭相發問。結

果，在12條有關是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的提問中，香
港政改問題佔去了5條，可見人大作出的決定備受高度
關注，同時卻「冷落」了其他出席的中央官員。

記者會昨日下午四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專題記者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主任王超英，以及社會法
室主任滕煒出席，就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次會議的多項決
定，包括新修改的預算法、安全生產法和關於香港普選
問題決定，回應提問。

聽港媒體到場 李先問候港人
不過，有關香港的政改決定輕易地成為「主角」。在

歷時一小時的記者會中，傳媒共發問12條問題，人大決
定便「搶去」其中5條，包括首兩條提問。李飛副主任
在回答首個提問前表示，聽說昨天到場的香港媒體，有

幾家電視台是直播記者會的，故特意借這個機會，先向
廣大的香港市民致以問候。

他續說，由於香港普選是非常重大的問題，所以為
了使現場和透過電視觀看記者會的廣大香港市民，能夠
更充分地了解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所以很抱歉，
我的回答可能要長一點，要講得多一點。」結果用了約
12分鐘回應，自言「我用的時間稍微長一點」。

引珠姐言論 稱人大決定屬「剪布」
李飛副秘書長在回答第二條關於「國際標準」的提問時，

便笑言「提的還是普選的問題」，又引述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譚惠珠的言論，形容人大決定是「剪布」，「在座的內
地記者不知道剪布是指甚麼，香港的記者會知道」。第三

條提問則關於預算法修改，回應的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先笑
說，「謝謝！終於問到我了，我以為我今天沒事了。」

英國廣播公司記者向李飛提問時，指香港市民希望他們
自己去選舉一個代表，而不是由政府去給他們提供一兩個
候選人，問到今次的人大決定會不會讓香港市民「非常失
望」？但由於該外籍記者不諳普通話，遂先以英語發問，
再由旁邊的女同事翻譯，李飛回應時強調，任何人合資格
的都可參選，回答完畢後，又不忘調侃一句：「妳給他翻
譯準確了沒有？妳翻譯不準確不賴我。」

由於李飛昨晚要乘飛機來港出席政改簡介會，結果記者
會稍為提前結束，李飛正欲離開之際，香港記者便一踴而
上追問2017年普選後，是否仍可修改選舉辦法，李飛回應
說，「明（今）天還有一場（記者會）。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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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名保衛香
港運動的成員和
市民帶同標語到
特首辦外，高呼
「普選要依基本
法」等口號，支
持人大常委會為
普選特首定下的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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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展示標
語，警告違法示
威或會被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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