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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在香港青年聯會第22屆會董會就

職典禮上的演講，對香港社會流行的「袋住先」說法進行

了點評，既生動形象又入情入理地詮釋了人大決定的價值

和意義，值得一讀。誠然，「袋住先」表達了許多市民希

望有普選的願望，但如果將人大決定說成是有點差強人

意、有如「愁嫁的女兒」，就有可能令人不能認識人大決

定的真正價值和意義，甚至誤解人大決定。這確實有些可

惜。其實，人大決定明確了普選的原則和制度框架，立牌

指路、定分止爭、扶正祛邪，為本港鋪就了邁向普選之

路。有了人大決定，本港順利落實普選就有了憲制保障。

人大決定是一個「精品」，是一塊「美玉」，點止「袋住

先」咁簡單？理應倍加珍惜！只要香港各界共同努力，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一定能夠使這個「精品」、「美玉」

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香港實行的「一國兩制」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在「一國

兩制」下推行普選更是舉世無雙，關鍵是要看普選制度是否

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是否有利於「一國兩制」事業的成功

推進，是否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否有

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此次人大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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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障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又保障香港特區長

期繁榮穩定。可以說，人大決定為香港度身訂制了一套具有

香港特色、近乎完美的普選制度。

人大決定對普選的核心問題作出清晰規定，具有立牌指

路、定分止爭、扶正祛邪的意義。人大決定明確指出了什

麼是通往普選的正道，什麼路走不通，排除了「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公民推薦」等不符合基本法的辦

法，確保普選沿「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正確方向落實。

圍繞香港普選制度的爭論曠日持久，20多年來一直沒有停

止過，任由爭吵不休的局面持續下去，香港社會將長期形

不成共識，普選將變成遙遙無期。人大為政改爭議「剪

布」，促進香港社會凝聚共識，可避免浪費大量時間和精

力，避免政改走彎路。人大決定以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法律

文件的方式明示人們，凡事要講是非，講原則，講規矩，

更顯示中央不向「佔中」等激進違法活動妥協屈服，傳遞

正必勝邪的強烈信息，有助強化本港社會維護基本法權威

的意識，助長社會正能量。

人大決定為香港政改指明清晰方向，破除模糊認識，已

為香港開啟普選的大門。社會各界特別是立法會議員應珍

惜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以對歷史負責、對香港負責的態

度，推動香港民主向前行，讓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願

望成真。

人大決定是「精品」點止「袋住先」咁簡單？
港股昨勁飆568點，恆指重上二萬五，再創逾6年新高，總成交近

1,013億元。最新數據顯示內地經濟動力持續，加上「滬港通」啟動

前夕，刺激市場憧憬內地經濟回穩和「活水」解放推高A股。今次

港股高收既受惠於內地股市造好，也是由於「滬港通」帶動，顯示

內地的經濟金融發展對香港的金融市場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央近日

推動「微刺激」措施，「穩增長」效果逐漸顯現，長遠而言亦對港

股有正面支持作用。

「滬港通」從市場運作機制、監管機制等多方面推動內地資本市場

改革不斷深化，引「外水」激活內地資本市場，形成新一波投資機

會，為此輪A股升勢形成利好條件。事實上，「滬港通」消息公佈

後，上證綜指今年5月初時穩步上揚，不足4個月已上升超過9%。兩

地市場目前為吸納資金做好準備，在「滬港通」啟動前夕，近期已提

出需要大量資金，應付「滬港通」啟動後港股及A股的投資和融資需

要。港股跟隨內地升勢，市場在「滬港通」下月啟動前先行吸納港

股，促成港股成交暢旺，恆指重回6年多高位。

港股成交破紀錄，背後依靠的正是發展潛力巨大的內地市場。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從來不是旁觀者，香

港在推動與內地在金融、經貿等方面合作的同時，亦受惠於國家發

展帶來的經濟和投資機遇，「滬港通」就是一例。然而，本港有人

在金融市況向好的時候，揚言發動「佔中」，破壞金融秩序，損害

投資者信心，社會各界須聯手遏制「佔中」，支持警方嚴格執法，

維護香港的法制秩序和社會安寧。

（相關新聞刊A13版）

「滬港通」支持港股上揚
A6 重要新聞

董建華：人大決定貨真價實民主
怎可原地踏步 籲反對派看遠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全國人大常委會定出香港

特首普選的框架，香港特區可

於2017年起普選特首。全國政

協副主席、香港特區首任行政

長官董建華昨日主動舉行記者

會，強調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

制的決定是貨真價實的民主，

香港可在2017年由全港市民一

齊開拓波瀾壯闊的歷史，這亦

非終極方案，基本法有機制及

空間繼續完善民主制度。因

此，他呼籲部分市民將負面情

緒化為正面力量，在人大決定

的基礎上商討落實普選執行細

節，又忠告反對派坐低好好

傾，不要聚焦歷史洪流上的一

點，而應退一步看遠一點，否

則不變動只會落後於時勢。

今次是董建華副主席自2005年卸任
特首後首次就香港問題召開記者

會。他昨日在會上先讀出中英文發言
稿，再回答10多條記者提問，全程約近
一小時。（發言全文刊A18版）他表
示，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了有關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的決定，確定
了香港從2017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普
選行政長官的民主目標。

「這是香港市民共同願望」
他支持這個決定，也看到許多香港市

民也支持這個決定，「這是香港市民共
同的願望。」但同時也看到反對派的朋
友對這決定表達了失望和不滿的情緒，
「他們的感受，我清楚了解。我亦明
白，他們表達的，是來自內心的。而我
今天同大家講的，也是來自我心底最誠
懇的說話。」

選委會人數不斷增加
董建華副主席指出，1997年，一個由
400人組成的選委會，選他作為香港特
區第一任行政長官。其後，選委會由
400 人增加到 800 人，然後再增加到
1,200人，每一次都朝民主進程，跨出

重要一步。到2017年，香港不只是跨出
重要一步，而是開拓全新的歷史，由全
港市民一齊開拓波瀾壯闊的歷史。

中央對港民主訴求積極回應
他強調，到了2017年，全港500萬選
民都會一齊投票，全港 240多萬個家庭
裡面，每一個家庭都有成員有權投票，
「由1997年前英國空降港督來香港，到
2017年全港500萬選民一齊投票。短短
20年之間我們作出的民主進程，浩浩蕩
蕩、光輝燦爛。這些成果，是香港市民
努力的成果，亦是國家對香港民主訴求
的積極回應。」
董建華副主席並反問，當香港正要作

出開埠170多年來最大的民主跨進時，
怎可以選擇原地踏步，使民主進程到此
為止？由500萬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
首，是實質的民主，貨真價實的民主，
而且這個不是終極方案，在2017年之
後，如果要進一步完善民主制度，基本
法是有機制和空間繼續前進的。

大部分港人溫和理性愛國愛港
他讚揚香港人政治觸覺敏銳、思想成

熟，不論是支持建制或支持反對派，大

部分人都是溫和、理性及愛國愛港的，
而「愛國」就是首先要了解國家，要感
受、關心及保護國家，強調「國家好，
香港更好」，要尊重國家的憲法。
董建華副主席深信「一國兩制」仍

然存在而且運作良好，任何人只要愛
國及關心香港，就可以把名字提交給
提名委員會的1200人，並重申民主沒
有最終點；爭取民主，亦非改善民生
的全部，故呼籲全港市民攜手，將負
面情緒化為正面的能量，在人大決定
的基礎上，商討和落實各項選舉安排
的細節。
他在回應提問時解釋今次主動與傳媒

表述政改立場，是因為目前是關鍵時
刻，政改發展對香港太重要，2017年有
普選是大好事，自己很焦急，希望大家
能在憲制下工作，相信許多問題自然可
以解決。
他並反問香港人曾否思考一旦政改原

地踏步的後果，「你們也看到香港在現
在的情形下，政府或特區的運作很多時
是癱瘓的，發展會受影響，民主進程原
地踏步都不知何時再開始。」
董建華副主席還語重深長地忠告反對

派，強調人大決定符合香港需要，最重

要坐低好好傾，「手指指」根本談不
成。政改是否成功，就要看明年春天立
法會的投票結果。他呼籲反對派不要聚
焦歷史洪流上的一點，相反應該退一
步，看未來，看長遠一點，將2017年落
實普選做第一步，否則如果不變動，只
會落後於時勢。

所謂「國際標準」
走遍全球找不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就

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香港反對派卻稱決定不符合所
謂「國際標準」而拒絕「收貨」。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昨日指出，自己一生在國際打滾，至今仍找不到所謂
普選的「國際標準」，又批評所謂「公民提名」有違基
本法，「不尊重法治就不可能有民主。」
董建華副主席昨日首次在記者會上公開回應香港政改

問題。被問及香港反對派聲言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符普
選的「國際標準」時坦言，自己77歲，一生在國際上打
滾，到處看過也研究過，卻找不到所謂普選的「國際標
準」，「我也很想看看有人說的國際標準。」

籲實事求是做好工作
他強調，香港具特殊情形，本身是中國一部分，不能

獨立出來，在「一國兩制」下實行「兩制」，全球並無
其他地方有「一國兩制」之下的普選標準，因此更重要
是實事求是，做好工作。

不尊重法治難言民主
董建華又強調，人大常委會依照香港基本法去決定香

港的普選框架，是在依法辦事，而所謂「公民提名」有
違基本法，強調民主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法治，「有了
法治，民主才能完整，假如一開始就不尊重法治，怎麼
可能有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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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策動違法「佔領中環」，學聯等聲言要
發動罷課。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
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日明確表示反對
「佔中」，更不贊成學生罷課。他強
調，大家為了下一代，不應再爭拗內
耗，應該將精力創意投放在人大頒布的
基礎上，完善特首選舉細節，在兩年半
後一同投票，讓香港再成為集體的驕
傲。

籲勿做違法事 齊愛護學生
「佔中」不得民心，董建華副主席昨日

在記者會上主動表明堅決反對「佔中」，
因為「佔中」是違法的。但他確信參與
「佔中」行動的人，不乏是愛護香港的；
也確信大家雖然意見不同、立場有異，但
大家的內心是一樣的：大家都想香港好，
故此呼籲他們不要做違法的事。
他同時強調，不贊成學生罷課，但確信

準備參加罷課的學生是熱愛香港的，「我
們的學生有理想、有熱誠，有年輕人的純
真和衝動。我們也是父母，我們要愛護他
們，珍惜他們。他們也是想香港好。」

「要爭拗內耗到幾時才停？」
董建華副主席呼籲全港的老師、家
長、學生，大家一齊愛護學生，守護學
生的核心價值觀，不要影響學習，「既
然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我們一定要合
作；我們亦只能合作，因為攜手合作是
我們唯一的出路。我們要爭拗、內耗到
幾時才停？」
他強調，為了香港的下一代，要將抗

爭行動的精力、創意，投放在人大頒布
的基礎上，去完善特首選舉制度的細
節。兩年半之後，香港500萬人齊投票，
240 多萬個家庭齊參與，做好香港，讓香
港再成為集體的驕傲。

月底率商界上京 領導人將會見談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昨日證實，他將率領多名商界領袖於本月下旬訪
京，並預料有機會與國家領導人會面討論港政改問
題。董建華副主席指出，中央掌握香港的許多訊息，
自己會如實報告香港的情況，並強調香港在普選問題
時，不能只看香港如何想，也要關心中央的想法。

傳李嘉誠吳光正李兆基等參與
有香港傳媒昨日引述消息指，董建華將率領香港工
商專業界知名人士，於本月21日至23日訪京。參加者
包括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
恒地主席李兆基及其長子李家傑、新世界發展主席鄭
家純、嘉里主席郭鶴年等。六大商會包括香港總商

會、地產建設商會及中華總商會等也會有代表隨團。
報道稱，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張德江屆時可能會會見訪京團。
董建華副主席昨日在記者會上證實有此訪京活動，

但詳細安排尚未完成。被問到在訪京期間會向中央表
達甚麼訊息，他認為，中央掌握許多訊息，自己會如
實報告香港情況。

董籲港人要關心國家的想法
被問到香港政改的爭議「兩極化」，中央會否再進

一步釋出誠意時，董建華副主席有感而發地呼籲，香
港人在討論普選問題時，不能只看香港如何想，也要
關心中央的想法。從中央角度來說，是想看到香港社

會安寧繁榮穩定地持續下去，正如美國等西方國家的
民主，過去也經過很長的進程，平穩發展。
他又強調，一旦選舉出不獲中央接受的特首人選，將

會出現「不得了」的憲制危機，「港英時代很長的時
間，香港政府重複說不容許香港做顛覆『中國大陸』的
事，是有這樣的安排。我們現在是國家的一部分，自己
也要好清楚知道國家利益所在，是對我們好。」
董建華副主席在回應信任問題時也指出，國家自改革

開放後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奈何反對派的看法卻不變，
重申對國家了解很重要，「中國在過去30年、40年變
了好多，但『泛民』立場沒有變過，是否應該看看今天
的中國，與昔日作比較？其他大國對中國的看法也在改
變，為何我們有些人不可以改變和看看呢？」

■■董建華董建華
與夫人一與夫人一
同出席記同出席記
者會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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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開記者會董建華開記者會，，吸引大批傳媒到場吸引大批傳媒到場。。 劉國權劉國權攝攝

─人大決定系列社評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