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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關
據鈞）香港律
師會本月中舉
行會議討論全
國人大常委會
就香港政改的
決定。新任香
港律師會會長
熊運信昨日表
示，將會在理

事會商討後才交代對決定的意見，目
前亦不會以個人身份評論，但早前該
會就政改所提的意見仍然沒有改變。
律師會在今年5月發表的意見書中，
明確指出「公民提名」或「政黨提
名」不符合香港基本法；提委會擁有
實質提名權；提委會可參照現在選委
會組成；特首須對中央及特區政府負
責等。
香港律師會上月特別會員大會通過對

時任會長林新強不信任動議，林新強其
後辭去會長職務。接棒出任會長的熊運
信昨日聯同副會長蘇紹聰及彭韻僖與傳

媒茶敍，講解該會未來發展。

下周商人大決定
被問及政改爭議，熊運信透露，該

會的理事會將於下周討論人大常委會
就香港政改的決定，但由於例會在16
日進行，而他們3人均不在港，相信
將另定日期，可能於17日或18日開
會，相信會後會發表回應。他強調，
香港律師會是一個與法律相關的專業
團體，而不是政治團體，如果是跟法
律有關的政治問題，律師會會在法律
層面上表達意見。
熊運信又表示，律師會在5月就政改
發表的建議，到今日仍然是香港律師會
的看法。香港律師會的政改意見要點包
括「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不符合
香港基本法；提委會擁有實質提名權；
提委會可參照現在選委會組成；提升提
委會「廣泛代表性」元素；特首須對中
央及特區政府負責；立法機關制定任何
法律均不得牴觸香港基本法，並強調大
部分會員認為政改若原地踏步會感到十
分失望等。

■彭韻僖。關據鈞攝

■ 熊 運 信
(右)在傳媒
茶 敍 時 發
言。旁為蘇
紹聰。
關據鈞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解玲、黃晨）香港
友好協進會昨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全國政
協常委、該會會長戴德豐強調，該會堅決
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決定。他
指出，決定對推動香港政制發展，早日實
現普選具指導意義，而如期落實2017年普
選，對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意義重大。
「普選向前進一步，香港民主大進步。」
（尚有相關新聞刊A26版）

籲各界以和諧繁榮為重
戴德豐昨日聯同友好協進會多位高層
出席昨日的發布會。與會人士皆表達了
各人對當前社會政改形勢的立場，呼籲
社會各界以香港社會的和諧繁榮為重，

並勸告反對派停止「佔中」和罷課等激
進行動。
戴德豐代表該會表示，香港的民主制度

一定要根據實際情況循序漸進推行，反對
以「佔中」、罷課等一切激進非法手段破
壞社會經濟秩序，希望保持香港來之不易
的「東方之珠」美譽。
他又說，和諧對香港很重要，廣大市民

均盼安居樂業，只有社會和諧，香港才有
未來。他作為市民一分子，有責任確保香
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團結和諧，並盼
市民能夠安居樂業。

盧文端：一錘定音免社會續爭拗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

聯副主席、該會秘書長盧文端表示堅決支
持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他指，去年年
底特區政府開始進行的政改諮詢，引發社
會上各種聲音，反對派更提出了違反香港
基本法的方案。「人大此決定一出，一錘
定音，避免社會爭拗繼續。」
全國人大代表、該會副秘書長楊耀忠呼

籲，反對派不要固執己見，意圖採取「佔
中」、罷課等極端行為，應心平氣和，認
真研究決定，理性探討香港未來。
全國人大代表副召集人、友好協進會發

展基金秘書長盧瑞安及全國政協委員、該
會副秘書長張閭蘅皆發表己見，表明決定
支持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的決定堅定
立場。

■友好協進會舉行支持人大決定發布會。左起：魯夫、盧瑞安、戴德豐、盧文端、張閭蘅、楊耀忠。 莫雪芝攝

友好協進會：人大決定具指導意義

A5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4年9月11日（星期四）

港教界63%挺人大常委會決議
66%認同候選人過半數出閘 62%指政改不通過責在激進分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近
日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政改框架進行問卷調查，並
於昨日公布調查結果，發現63%受訪會員對人大常委會決
議案表示認同或十分認同，66%支持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
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被問到若政改方
案未能通過的最大責任誰屬，62%人認為是反對派議員及
主張激進行動者。教聯會指，調查反映受訪者大致認同人
大常委會的決議，並希望早日落實特首普選及立法會普
選。

65%認同廣泛代表性提委會
為了解教聯會會員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本港政

改框架決議內容的意見，會方於9月1日起一連三
日向會員發出網上問卷，成功收到427份回應。昨
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65%的受訪會員表示，十
分認同或認同，特首普選「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
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
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對此表示反對或十
分反對的會員有32%。

鄧飛：過半數出閘門檻合理

同時，66%受訪者支持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
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教聯會主席鄧
飛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這反映大部分會員均認為將
行政長官候選人人數定在2至3名是合適的，並認為
過半數出閘的門檻屬合理範圍，反對者佔33%。
就「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及「行政

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選舉可由普選產生全
部議員」，分別有87%和75%受訪會員支持。鄧飛
指，這顯示會員大致認同人大常委會的決議，並希
望能夠早日落實特首普選及立法會普選。教聯會冀
各界尊重人大常委會在香港政治改革五步曲程序內
的固有角色，理性和客觀地討論有關決議。

調查又問到，若政改方案未能獲立法會三分二議
員通過，最大責任誰屬，62%人認為是反對派議員
及主張激進行動者，包括「佔中」倡議者，鄧飛指
受訪會員普遍不認同反對派的對抗行為，指無助於
推動落實特首普選；只有三成人認為責任在中央、
特區政府或建制派議員。
鄧飛補充，社會主流意見是不支持以違法行為作

為政治的表述，「（受訪會員）作為教育工作者，
與主流意見一樣是無可厚非的。」他強調，全國人
大常委會為香港政改定框架是推動香港普選踏出向
前的一步，而非「終極方案」，故仍有討論空間，
期望立法會議員顧全大局，在本地立法階段繼續商
討方案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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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的調查顯示，63%受訪會員對人大常委會決議案表示認同或十分認
同。右為鄧飛；左為馮劍騰。 莫雪芝 攝

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31日的決定，明確了行政長官
普選的原則和制度框架，完成了政改「五步曲」的第
二步，如果順利走完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法定程序，香港500多萬合資格選
民就可以第一次實現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官的權
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新跨越。

反對派「葉公好龍」並不支持普選
但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平日裡將爭取普選的口

號高唱入雲，但人大決定「開閘」放開普選，反對
派卻又反對人大決定，聲稱要否決政改方案，對普
選「落閘」。反對派自稱「民主派」，否決普選是
什麼民主派？這令人想起「葉公好龍」的成語。漢
代劉向《新序·雜事五》曰：「葉公子高好龍，鈎以

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
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
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
似龍而非龍者也。」人們後以「葉公好龍」比喻自
稱愛好某種事物，實際上並不是真正愛好，而是表
面上愛好，實際上害怕。

反對派對普選「葉公好龍」的態度，暴露他們並不
支持普選，而是支持保「自己友」「出閘」的「馬房
論」。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香港青年聯會會董會
就職典禮演講中一針見血指出，反對派一定要確保某
個特定的政團或持某種政治立場的人「出閘」，這是
「馬房論」的選舉版。反對派認為現在選舉委員會中
的力量對比於其不利，於是就罔顧事實將選舉委員會
「污名化」，進而反對把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普選時的

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葉公好龍」典故中的葉公好
的是似龍而非龍者，反對派卻好的是偏離「一國兩
制」正確方向、偏離基本法正確軌道、掛羊頭賣狗肉
的「馬房論」。

自稱「民主派」阻礙民主早有前科
反對派掛羊頭賣狗肉的「葉公好龍」行徑早有前

科。2005年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朝普選的目標
跨了一大步。由特區政府《政制改革第5號報告書》面
世至立法會表決前，多間學術機構發表的多次民意調
查結果都顯示，對政改方案持支持態度的民情一直比
反對的多。在政府作了最後修訂之後，支持與反對的
民情比例更達到6.3比2.6。但是，2005年政改方案卻
偏偏遭到自稱「民主派」的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令
香港民主步伐被迫停滯。當時反對派的口號是「寧要
原地踏步，不要向前一步」，這是什麼邏輯？這完全
是反民主反進步的邏輯！

2005年反對派議員罔顧民意，一意孤行綑綁否決政
改方案，口講普選卻把普選推得更遠，引起廣大市民
強烈反彈，社會噓聲四起，譴責不絕，更有市民表
示：「這是香港民主進程中最黑暗、最悲哀的一
天！」從立法會議事廳大多數議員正氣凜然的嚴辭駁
斥，到全港社會各界的群起譴責；從學者、輿論界的

尖銳批評，到電台聽眾、電視
觀眾的怒罵，均生動反映了主
流民意對自稱「民主派」的反
對派議員阻礙香港民主步伐的憤怒和譴責。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反對派本應吸取2005年阻礙民
主發展的教訓。但是，自稱「民主派」的反對派這次
居然故伎重施，祭出「寧願原地踏步也不要袋住先」
的似曾相識的口號，這其實是他們2005年「寧要原地
踏步，不要向前一步」口號的翻版。

反對派應放下「心魔」支持普選
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認為，反對派的行動是意氣用

事，呼籲他們放下「心魔」，為香港做事。實際上，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8月23日出席一個活動時，分析政
改的癥結就在於反對派敵視中央。張曉明指出，如真
正有國家觀念、認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而沒有對
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政改便不會有如此大爭議。

政改的癥結，就在於反對派敵視中央，這就是反對
派的「心魔」。反對派「心魔」不除，對普選「葉公
好龍」的立場就難以改變。反對派應該放棄與中央頑
固對抗的立場，加入愛國愛港陣營，以實際行動證明
不做損害國家利益、損害香港利益的事情，做支持普
選的民主派，而非做否決普選的所謂「民主派」。

支持普選才是民主派 否決普選是什麼「民主派」？
23名反對派「飯盒會」成員昨天舉行記者會，聲稱杯葛政改第二輪諮詢，並將否決特區

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實際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

作出規定，不是「落閘」，而是「開閘」放開普選。支持普選才是民主派，反對派否決普選

是什麼民主派？反對派自稱「民主派」，口口聲聲要求普選，其實，他們對民主普選不過是

「葉公好龍」，表面上愛好，實際上害怕。如果反對派真的否決普選方案，只會讓市民更加

清楚看到他們「葉公好龍」的虛偽面目。

──人大常委會決定系列解讀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