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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組第三輪政改調查
選項 全部 自稱「建制派」 自稱「泛民主派」 自稱兩者都不是
縱使人大決定有限制， 53.3% 88.9% 28.9% 55.2%
仍希望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
由於人大決定有限制， 38.2% 8.7% 66.5% 31.6%
寧願立法會不通過普選方案。
通過方案後有修改機會 53.5% 78.4% 39.6% 54.3%
通過方案後不會有修改機會 36.3% 15.7% 55.0% 32.1%
抗爭不可能爭取更合理的方案 55.1% 73.4% 43.2% 58.7%
抗爭可能爭取更合理的方案 29.5% 14.3% 46.1% 22.3%
社會應集中精力爭取改善細節 49.9% 64.1% 47.5% 46.4%
人大已通過決定， 36.1% 26.6% 43.0% 36.2%
爭取改善細節沒意義。

製表：記者 關據鈞

逾半人贊成先通過普選方案
冀立會表決通過可讓全港選民投票選特首

有關調查已是該組織就政改的第三次調查，而上一
次於7月進行。這次調查主要分3個部分，包括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和相關議題；政改方案能否通過，以及
被訪者的政治傾向等。報告由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
負責，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共完成1,036份問卷。

「縱有限制，也望投票選特首」
對於是否希望通過普選方案，有過半數受訪者，即

53.3%人贊成「縱使有這些限制但也希望立法會通過普
選方案，可以讓全港選民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寧願
立法會不通過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則有38.2%；
其餘如「兩者都不贊成」、「不知道/無意見」、「不
願回答」等約佔 9%，當中「不知道/無意見」佔
5.2%。就通過政改方案後，未來仍否有修改的機會，有
53.5%的人認為將來會有修改機會，有36.3%的人相信
不會有修改機會。

五成半受訪者認為「抗爭」無作用

至於對抗爭的看法，有過半數受訪者認為「抗爭也不可
能爭取到更合理的2017年普選方案」，佔55.1%；認為
「有可能爭取到」的佔29.5%。當中令人關注的是，自稱
「泛民主派」的被訪者當中，對抗爭與否的分布都差不多佔
四成多，差距十分輕微，反映所謂的「泛民主派」對抗爭與
否同樣出現「撕裂」。

五成倡集中精力爭改善細節
由於人大作出政改決定後，政府要就本地立法的細節

進行諮詢，因此問卷亦有包括這項調查。有49.9%受訪
者認為「社會應集中精力，爭取改善普選行政長官的細
節」；認為「沒有意義」的佔36.1%。同樣地，自稱
「泛民主派」的被訪者當中，對贊成爭取改善細節或感
到沒意義的同樣都是四成多。
關注組成員之一的民主黨黨員李華明在會上指出，有

關的調查具體全面，目的是反映社會的實況，但並不會
提供意見，各黨派應參考民意去思考策略。他稱，假如

政府10月到立法會提交第二輪政改諮詢結果，希望他
們能夠不要只單看53%的數字，否則會進一步使社會分
裂、以及對暑假前能否通過政府的議案「完全不樂
觀」。他又建議政府不要馬上對反對派進行游說工作，
應該到第二輪諮詢開始後才開始，可能氣氛會較好。

學者倡直選議員勿「功能組別化」

關注組另一成員、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李
芝蘭則認為，直選議員不應「功能組別化」，只關注投
票給他們的市民的意見，否則他們不是政黨，只是一個
「利益團體」，因為民主的社會自己有不同的聲音和意
見，這樣做只會令社會分裂。她又認為政府亦有責任讓
市民知道，若果政改方案通過後，將來的去向是如何，
下一步可以如何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月底通過關於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普遍

受到香港市民的認同和支持。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昨日發表的第三輪政改民調報告顯示，有

53.3%的受訪者贊成政改「袋住先」，即支持先通過政改，接受一人一票普選，數字與上一次

調查相若。至於對抗爭的看法，有五成半人不認為藉對抗可以爭取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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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有消息指「佔領中
環」行動會在10月1日國慶日發動，保安
局副局長李家超昨日表示，警隊已就可能
出現的情況部署。懲教署指，沒有預留位
置收押「佔中」示威者，但署方會按情況
有應變措施。入境處則指，沒有因應「佔
中」有特別安排，會一如以往做好把關。
李家超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表示，

警方經已總結7月2日遮打道的清場行動，
有信心警方能夠應付10月1日可能出現的
情況，「總結中亦有一些新的考慮，細節
方面，我是不會透露，但可指出，從預
案、準備、人手，以及戰術方面，都作出
了深入的研究及充分的部署。」

起訴反東北示威者無政治考慮
至於多名曾經在6月參與反對新界東北撥

款集會的示威者，近日被警方起訴，有質
疑指警方是政治檢控，李家超表示，任何
檢控都是基於證據，並沒有政治考慮，
「警方是要經過一個程序搜證，包括看很
多照片、錄影帶，以及向相關人士錄取口
供，亦都要作出必須的認人手續，所以是
有時間方面的需要。當搜證完畢，亦都將
案件交給律政司。」李家超強調，「在調
查、採取行動或檢控中所考慮的是有否足
夠證據，是不會有政治考慮。任何人表達
言論、意見時，所做出的行為必須守法、
和平及有秩序，他們所做的事，必須在做
之前考慮有否犯法，亦要知道一定要承擔
法律後果。」

懲署：夠空間人手應付「超收」
另外，懲教署署長單日堅表示，未有特
別就「佔中」安排與警方討論，懲教院所
沒有預留位置收容因「佔中」而被扣留的
人，不過，一旦要接收大量羈押者，署方
都有能力做到，並會視乎情況作應變。他
表示，全港懲教院所理想收容額是1.1萬多
人，現時只有不足9,000人，即是有2,000
多個空位，有足夠空間及人手應付，「如
果收押所是超收的，我們會撥其他部分的

懲教院所，接收一些還柙犯。」

入境處：拒假旅客入境一貫做法
入境處處長陳國基表示，未收到會否有境外人士來

港參與「佔中」活動的資料，但處方並無因應「佔
中」作出特別安排，會一如以往做好把關，「每一位
旅客來港，我們都會了解他來香港的目的，這個並不
是因為近期而加強的。亦都可以說，我們一直都有這
個做法，若他來香港的目的並非真正的旅客，我們是
會拒絕他入境，這個是一貫的做法。」被問到來港參
與「佔中」的是否算真正的旅客時，他認為需要看個
別情況，不能一概而論。對於「佔中」，他呼籲年輕
人作決定前要先考慮後果，並且必須守法。

劉迺強：美插手港政改現證據

「愛港力」街站蒐簽名 籲反對派回頭是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部分反對派議員動輒在立法會以
拉布、「點人數」等手段阻礙政府施政，甚至在會議期間觀看
艷女圖、睡覺、互相攻擊爭吵不休，將議會變成街市。「愛護
香港力量」昨在灣仔擺設「要求立法會重返正途」的街站，收
集市民簽名，要求全體立法會議員在新立法會年度起，能夠全
心全意履行議員公職，以及停止一切幼稚與嚴人寬己的行為。

李家家批不申報利益騙港人
約10名「愛港力」成員昨午在灣仔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

並派發特刊，呼籲反對派議員回頭是岸，讓立法會重返正途。
「愛港力」召集人李家家不滿反對派議員於立法會會議內「無
理拉布，拖垮民生」，又經常「惡意製造流會，玩弄民主」，
將立法會用作搗亂香港的地方。她又批評，部分反對派議員收
受利益而不申報，企圖蒙騙香港市民。

市民：盲拉布令人氣憤
多名在街站簽名的市民都指不少反對派議員「為反而

反」，令立法會失去功能，希望下個會期情況會有所改善。
陳小姐表示，自己作為納稅人，對部分議員只顧自身利益、
盲目拉布令人感到十分氣憤，「立法會現時已變成了阻礙社
會、經濟發展的地方，希望議員盡本分，讓立法會變回真正
議事的地方！」
余小姐批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黃毓民等在議會中擲

蕉、擲杯是破壞議會的尊嚴。她又批評有反對派議員收受
「黑金」，質疑他們是否仍有資格繼續當議員。羅生則認
為，雖然議員有權在議會中拉布，但不應為「做騷」、增加
政治資本而去拉布，又認為收受「黑金」的議員應馬上出來
交代清楚。
「愛港力」要求立法會議員能以事論事、嚴格遵守議會制

度；準時開會，不得流會；戒除拉布；完成該年議程方可休
會；禁止擲物、喧嘩、吵鬧等幼稚行為；議員必須申報利益
並禁止於會內擲物喧嘩吵鬧。「愛港力」表示，未來數個周
未都會繼續擺設街站收集市民簽名，並將收集回來的簽名交
予立法會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逾百
名會員昨日到政府總部外廣場靜坐，表達支持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的決定，並強調反對「佔領中
環」。他們希望社會盡快返回正軌，回歸理性、包
容，不要為了一己之見，破壞大多數人的安寧和諧，
影響社會繁榮發展。

陳嘉華：煽罷課損港害己
約120名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成員昨日發起「愛香

港、撐政府」和平靜坐活動，在政府總部外廣場靜坐
約3小時，表達「愛護香港、你我有責；佔領中環、
你我譴責」的心聲。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青委主任陳嘉
華表示，自從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政改決定以來，社
會上不同力量之間的對抗愈來愈多，消極的社會氣氛
愈演愈烈，部分人甚至煽動、慫恿學生參與罷課等激
進行為，「長此以往下去，受損的是香港及我們自
己，對社會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他又表示，希望透過是次靜坐活動引起社會關注，呼

籲社會盡快回歸理性、包容的正軌，「香港是我們共同
的家園，不要為了一己之見，扼殺理性討論和互相尊重
的空間，破壞大多數人的安寧和諧及社會繁榮發展。」

鄭鈞：框架是民主選舉開端
總會監事長鄭鈞表示，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非常支持

全國人大通過的政改方案，「民主需要循序漸進，沒
有十全十美的普選方案，人大定出的普選框架，正是
民主選舉的良好開端，與先前由選委會選特首的方式
比較，這已經是邁出了民主化的一大步。」他希望立
法會議員能夠順應民意，支持政改，盡快落實普選，
實現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願望。

深圳社總靜坐挺決定深圳社總靜坐挺決定 盼社會速回正軌盼社會速回正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全國人大常委會上
月底就香港政改作出決定，「保衛香港運動」等多個
民間團體昨日到政府總部廣場舉行集會，討論相關決
定及國家安全議題。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表示，
多名美國機要人員來港與反對派會面，足見外國介入
香港政改討論，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亦曾告誡戴耀廷「若公投愈多人參加，人大常委
會決定只會愈保守」，批評他們爭取的方法錯誤，只
會令連累其支持者。
「保衛香港運動」、「時聞香港」、「匯賢起動」
及「和諧之聲」等多個民間團體，昨在政府總部東翼
廣場舉行「『人大常委決定』與『國家安全』集
會」，邀請多名政界人士發表對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
政改決定的意見，並討論國家安全議題。他們又將象
徵特首選舉的「選票」放進「投票箱」，以表達對爭
取2017年可「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期望。

播梁愛詩饒戈平鄒平學錄音釋法
會上亦播放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和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常務副主任鄒平學的錄音。梁愛詩在錄音講話中表
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非常重要，確定了香港可於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她呼籲社會把握政府第二輪諮
詢機會，多表達意見，以產生獲市民支持的方案。
饒戈平指，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符合香港基本法，亦
符合「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既能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及發展，亦可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鄒平學則

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體現中央對香港推動民主的
誠意與善意，亦展示中央對香港發展民主政治和實現
普選的決心，並對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
等有重大意義。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表示，國家領導人多次表

示有外國勢力介入香港政改討論，近日相關證據也相
繼出現，包括「民主真兄弟」發表的會議文件，多名
來自美國的機要人物都在近期來港，與反對派人士見
面，可見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張家敏批反對派實搞「拒共」
全國政協委員張家敏指出，過往香港在英國統治下

一直沒有民主，中英聯合聲明亦只提及行政長官是透
過「協商或選舉」產生，至基本法上才確立最終目標
是普選特首。他批評香港所謂「民主派」，事實上是
搞「拒共」，推動社會矛盾。

宋小莊：過半數體現民主精神
法學博士宋小莊表示，人大常委會決定完全符合香

港基本法的規定，而提名委員會按照現行選舉委員會
產生，已體現其廣泛代表性；2至3名候選人的規定亦
符合過往多屆特首選舉的實踐經驗。而候選人需獲過
半數提名的規定，亦體現港基本法的民主精神，即少
數服從多數。

■多名政界人士將象徵特首選舉的「選票」放進「投票箱」，以表達對爭取2017年可「一人一票選特首」的
期望。 劉國權攝

■「愛護香港力量」昨日擺街站收集市民簽名，呼籲反對派議員回頭是岸，讓立
法會重返正途。 劉國權攝

■陳小姐批評反對
派盲目拉布。

劉國權攝

■余小姐批反對派收
「黑金」。 劉國權 攝

■香港深圳社團總會過百名會員昨日到政總外廣場，表達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政改方案。 彭子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