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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促反對派重回決定正軌
認同張德江曉以大義 籲參與諮詢通過方案勿當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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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
明日前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駁斥「末代
港督」彭定康早前聲稱，英國政府要對香港特區履行
所謂「道德和政治義務」的謬論，並批評其錯誤言論
對香港發展有害無益。中國外交部昨日重申，劉曉明
的文章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
治時期，沒有為香港政制做出安排，也沒有給香港民
眾普選機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的決定，符
合「一國兩制」原則、香港基本法及香港發展實際情
況，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完全正確的。
彭定康早前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聲稱英

國政府要對香港履行所謂「道德和政治義務」。劉曉
明本月15日在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批評彭
定康從未了解過中國，同時仍生活在過去的記憶中。
他指出，彭定康發文的背景，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可通過普選產生行政長
官，這是1990年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的，是香港民主
發展的歷史性進步。但在彭定康眼裡，這一決定卻是
對民主的否認，並意味着香港民眾「缺乏選擇特首的
能力」。
劉曉明批評，彭定康在任港督期間就誤判形勢，如

今依然頑疾不改。僅在彭定康發文前一周，英國最高
法院院長紐伯格勳爵曾在《金融時報》發文表示，
「目前我沒有看到任何削弱香港司法獨立的跡象。」

劉曉明批肥彭「餘毒」至今
就彭定康在《金融時報》文章中，竭力為他當年在

香港所做的那些錯事辯護。劉曉明認為，正是彭定康
當年在香港的所作所為，造成了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
上的激烈對抗，導致兩國關係一落千丈，「正是他破
壞了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合作，給香港政權順利
交接製造了困難和障礙。他的所作所為在香港留下了
深深的不信任和對立隔閡，事實上阻礙了香港民主的
發展，其『餘毒』影響至今。」
劉曉明強調，中國政府的確對香港負有承諾，即循

序漸進發展民主、依法落實特首普選。這是中央政府
對全國人民、包括香港人民作出的承諾，不需要其他
國家監督，更不接受任何外國人說三道四、指手劃
腳。

中央對港主權治權不容挑戰
劉曉明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的政改決定，

是本着對國家、對香港高度負責的精神，對香港民主
制度發展作出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決定，為普選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的具體辦法確定了原則。中央對香港
擁有主權和管治權，這一決定就是主權和管治權的體
現，不容任何人和任何勢力挑戰。
劉曉明說，今天的香港已不是1997年之前的香港，

今天的中英關係也不是1997年之前的中英關係，當前
中英兩國正致力於建設「共同增長、包容發展」的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兩國互利務實合作給雙方人民帶來
切切實實的利益，「香港問題不應再成為影響中英關
係發展的消極因素。中英雙方應共同努力，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這符合香港民眾根本利益，也符合中英雙

方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彭定康對於香港的錯誤言論，對中英關
係的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有傳媒問道：「中

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日前在英國《每日電訊報》撰文，批評末任港
督彭定康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言論。這是否代表中國官方觀點？」

洪磊強調人大決定完全正確
洪磊在回應時表示，「劉曉明大使的文章指出了一個事實，那就

是，英國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時期，沒有為香港的政制做出什麼安
排，也沒有給香港民眾普選的機會。這就是最基本的歷史事實。」
他並強調，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做出的關於香港政改的決定，

符合「一國兩制」原則，符合香港基本法，符合香港的發展實際情
況，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是完全正確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議
元 北京報道）香港反對派聲言要杯葛特區政府的
第二輪政改諮詢，並於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對
此，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清華大學法學教授林
來梵昨日表示，香港「政改五步曲」的第二步已
經完成，目前已走到「第三步曲」。香港離行政
長官普選的政治前景很近，未來走向將完全取決
於香港民眾的態度，用北方人的話來講就是「只

差一哆嗦」。只要「第三步曲」能順利走過，那
麼2017年在香港完全有可能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以全票通過香港政制發展決

定之後，香港政改踏入「第三步曲」，即香港最終
能否如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須取決於議案能否取
得全體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林來梵表示，
2017年在香港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將是香港民主發
展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作為學者，他對

此抱有很大期望。現在主要看香港的政治家、官員
和普通民眾的政治智慧，「目前已經到了考驗香港
民主政治推動者智慧的時候。」

提委會可平衡各階層利益
此外，針對某些人對提名委員會的異議，林來

梵還表示，提名委員會具有一定民主正當性，可
控制民主選舉可能產生的分歧，同時也是香港各
階層利益博弈的「平衡器」，考慮到香港政黨發
展的不成熟，採取和其他國家政黨提名不同的方
式是合理的。

盧文端：責任在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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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會的決定列明中央對香港普選的大原則，是履
行其角色、責任，若不果斷定明原則，香港社會
將會陷入無休止的政治爭拗，「政改五步曲」也
無法走下去。
他續說，現時走到「第三步曲」，責任就在立
法會議員身上，而港人普遍希望於2017年普選特
首，呼籲反對派議員對市民負責，參與第二輪政
改諮詢，並通過政改方案：「邊個阻礙普選，邊
個就係歷史罪人！」

王敏剛：方案須反對派支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說，張

委員長再次展示中央對香港政改的誠意，也強調
政改必須依法，更「表揚」反對派有不少人是愛
國愛港，相信張委員長是對反對派曉以大義，把
握是次政改良機，因為政改方案須於立法會內獲

三分之二票數通過，必須要有反對派支持。
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通過後，香港

對此有不少意見，除部分人對決定的激烈抗議
外，更多的是對決定理解及支持，顯示大部分市
民希望於2017年普選特首，並認為提名委員會不
可或缺。

陳勇：投贊成票當「好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

指出，張委員長重申了自今年「兩會」以來的中
央立場，是次對心存幻想、以為「佔中」可以脅
迫中央的反對派，清晰表達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不可撼動。
他希望反對派清醒過來，重回香港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正軌，參與第二輪政改諮
詢，又引用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名句，「不管
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呼籲反對派
議員對政改方案投贊成票，做一隻「好貓」。

陳恒鑌：先邁首步再改善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無論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內容是甚麼，相信反對派都會反
對，因為他們早在決定未通過前，已事先張揚計
劃進行連串抗議。他認為政改若不先踏出一步，
將來很難會有進步，希望反對派參與第二輪政改
諮詢，並於立法會內通過政改方案：「先踏出一
步，將來可以再改善。」

顏汶羽：為民主向前努力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顏汶羽認
為，張委員長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進
一步向港人強調普選特首的框架，清楚講述中央
對香港政改的立場，期望香港社會各界放下對
立、「佔中」、罷課等無助政改討論的行動，理
性務實探討提委會的組成，為香港民主向前、一
人一票普選特首而努力。

傅振中：中央決定不能改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指出，張
委員長特別提到激烈街頭行動，不能逼使中
央改變決定，意指反對派將任何事均訴諸暴
力，不單是語言暴力，還有肢體行為，已經
激發港人極度不滿及忍無可忍，「立法會具
有尊貴地位，但反對派不滿就動輒衝擊立法
會，甚至發動罷課，究竟是否『收金』反中
央反香港？」
他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絕無所謂「搬

龍門」，而香港高度自治與各階層均衡參與原則
已展現民主的基本元素。

學者：推學生做「炮灰」法理不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議元

北京報道）由反對派政黨組成的「真普選聯盟」爆
出文件外洩事件，揭發「佔中三丑」是鼓吹中學生
罷課的幕後黑手，企圖推學生做「佔中炮灰」。對
此，全國港澳研究會兩名會員，北京大學法學教授
王磊及清華大學法學教授林來梵，昨日特地在北京
會見記者，批評反對派將政治引入中學的做法完全
不適當，而鼓動未成年學生罷課更是法理不容，一
旦出現意外，幕後推手須負責。
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
後，香港反對派瞄準了涉世未深的學生，甚至將
黑手伸入中學校園，大肆煽動罷課，藉此要挾特
區和中央政府。兩位專家昨日指出，心智尚未成
熟的未成年人被利用，被推上街頭抗爭的風口浪
尖，對他們百害而無一利。
他們說，絕大多數未成年人正處於求學階段，
在最不合時宜的時候，被人慫恿煽動，扔下書
本，參與政治，這是完全不適合的。中學是講求
紀律的地方，家長和校方都應積極教導學生遵守
校風校紀。

王磊：鼓吹罷課不負責任
王磊更對一些人籌劃中學生罷課的行為感到驚

訝。他說，絕大多數中學生是未成年人，不具備
完全行為能力，在智力及很多問題的判斷上並不
如成年人成熟，對行為後果預估亦有限。鼓動、
策劃中學生參與政治議題是對未成年人不負責任
的表現，不利於中學基本的教學秩序，亦不利於
中學生和父母、老師之間的關係。
王磊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的決定具有法

律效力，需要被尊重，而罷課是讓中學生反對具
有法律效力的決定，等於在心理上教唆未成年人
違法，「在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同時，保障
他們正常的學習秩序。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
王磊直言，誰具體策劃並推動罷課，誰就要考

慮相應的後果。如果一些人的錯誤煽動導致未成
年人發生安全事故，那麼策劃組織者就必須承擔
相應的民事或刑事責任。可根據具體事實及相應
的法律條文，由警務處、律政司、香港法院斷定
特定責任人。

未成年者參政爭聞所未聞
他指出，就法律而言，「佔中」破壞了香港的
公共秩序、商業秩序、金融秩序，是違法行為。
而鼓勵未成年人參與「佔中」等違法行為可能構
成教唆罪、煽動罪。即便未成年人自願參加，但

由於其不能為自己的行為負完全責任，組織者、
教唆者仍須承擔部分責任。而在政治層面，教唆
未成年人參政者也應受到各界譴責。王磊強調，
「從未聽說過哪個國家會讓未成年人參加政治鬥
爭的。」

林來梵：政治熱情被利用
林來梵表示，任何公民都有表達政治意見的權

利，但是參與政治需要一定條件，中學生是未成年
人，並不具備參政條件，而利用未成年人的政治熱
情和不成熟，發動他們參與極端政治非常不妥。
林來梵認為，在抗戰等民族和國家生死存亡的

時刻，可能會動員到年輕學生去參與政治，這具
有一定的正當性。但由於政治改革的分歧，甚至
對香港基本法某一條文解釋產生的政治糾紛，而
煽動未成年人參與抗議，實屬惡劣行為。

普選考驗港民主政治推動者智慧

張德江指出，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循序
漸進發展民主，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有關決定，符合
「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得
到了廣大香港市民的支持和擁護，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落
實行政長官普選奠定了堅實的憲制基礎。他希望香港社
會各界在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帶領下，理性溝通、凝
聚共識，依法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共同譜寫香港民主發
展的新篇章。

張德江表達了中央原則立場
在今年「兩會」期間，張德江參加香港人大代表團審

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全面闡述了中央有關特首普選的一
個「立場」和三個「符合」的原則立場。其中，一個
「立場」是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推進民主。三個「符
合」，一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特別是香港作為一個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

域的法律地位；二是符合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有關
規定，不能另搞一套；三是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
準，因為普選必須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
安，必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與「一
國兩制」方針的根本宗旨相適應而不能相對立，這就要
求普選的特首必須愛國愛港。

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
主，是中央的一貫立場。在香港實行普選，是中央政府
首先提出並在基本法中規定。2004年和2007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政制發展的兩次決定，確保了香港
政制發展在基本法軌道上進行，維護了香港大局穩定，
為落實普選創造了必要條件。這次人大決定進一步體現
中央政府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誠意，敲定了香港2017
年可以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時間表，意味在保持香港
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到的時候，香港
市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人大決定擁有最高法律權威
人大決定是中央在廣泛聽取香港各界人士意見的基礎

上，經過認真研究、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後審慎提出來
的，是按照法定程序確定的，是一個合情、合理、合法
的方案，既體現了中央堅守普選須按基本法辦事和特首
人選須愛國愛港的普選底線，又表明了中央落實香港特
首普選的堅定立場。國務院發布的《「一國兩制」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擁
有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
的決定權。此次人大常委會決定擁有最高法律權威，為
普選奠下憲制基礎，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的原則和制度
框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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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決定獲香港廣大
市民支持，民調顯示近7成香港市民支持人大常委會對
本港政改的決定。

撼山易，撼人大決定難！
張德江強調，人大常委會對政改作出的決定，具有最

高法律地位，無可撼動。人大決定「不可撼動」有兩方
面的原因：一是人大決定擁有最高法律權威，人大決定
後，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都必
須遵守，人大決定「不可撼動」體現的是法治的尊嚴和
依法治國的原則；二是古今中外無數的歷史和現實經驗
告訴我們，如果因為有些人威脅發動激進違法活動就屈

服，那只會換來更多、更大
的違法活動。如果這樣，香
港將永無寧日，國家將永無
寧日。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
問題，中央的立場是堅定而
明確的。

反對派須拋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切勿以為威脅發動激
進違法的「佔領中環」活動，就可以迫使中央在人大決
定後作出改變，迫使中央接受對抗中央的人當特首。
「佔中災難論」嚇不到中央，中央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
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條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也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的
根本利益。可以說，撼山易，撼人大決定難！普選產生
的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絕對不能出現與中央政府對抗的
力量執政，這是中央不可逾越的底線。

反對派中的溫和力量應理性務實
如果掌握了立法會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不願意回

到基本法的軌道上來，堅持綑綁否決政改方案，反對派
議員就必須承擔葬送和扼殺香港普選的歷史責任。反對
派中的溫和力量應該放下爭拗，順應香港市民對2017
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期盼，用積極和理性的態度
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切勿讓香港錯失民主發展的歷史
性機遇。希望反對派中的溫和力量，對人大決定作出激
烈反應之後，恢復平和、理性、務實的心態，與全港市
民一道共同參與新一輪政改諮詢，為香港民主發展作出
積極貢獻。

重溫「一立場三符合」更了解中央決心和誠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會見香港工會聯合會訪京團時

指出，人大常委會決定對香港普選特首的「核心要素」作出明確規定，擁有最高法律權威，

為普選奠下憲制基礎，亦獲香港廣大市民支持，是不可撼動的。張德江的講話清楚表達中央

依法循序漸進發展香港民主的決心和誠意。撼山易，撼人大決定難！反對派要想透過激烈街

頭行動或對抗行動，迫使中央政府在人大決定後作出改變是絕對不可能的。反對派中的溫和

力量應拋棄幻想正視現實，為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通過政改方案，讓廣大市民2017年能夠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陳庭佳）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會見

香港工聯會訪京團時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作出的決定，其憲制基礎無

可撼動，又希望香港反對派為香港全局與長遠利益，讓香港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

普選特首。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昨日指出，張委員長重申中央政府一貫立場，並強調

激烈行動不能脅迫中央，希望反對派重回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正

軌，參與特區政府第二輪政改諮詢，並對政改方案投贊成票，勿當歷史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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