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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籲反對派顧大局支持政改
指爭取立會通過非易事 冀議員依社會利益投支持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正積極準備第二輪政改諮詢，特

首梁振英昨日表示，普選已觸手可

及，雖然目前仍面對不少困難，包括

爭取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通過政

改方案，但普選對香港來說是歷史大

事也是國際大事，社會各界應基於求

同存異精神，促成政改通過，實現歷

史進步。他呼籲立法會議員以大局為

重，與特區政府一道，共同完成歷史

任務，公眾亦需給予反對派議員獨立思考的空間，避免政治施壓，

讓他們能按照社會整體利益考慮，為政改投下支持一票。

梁振英昨日接受一個電台節目訪問
時表示，香港基本法對通過政改

的要求門檻高，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議
員支持，這對世界上任何一個議會來說
都不容易。他說，政改焦點已落在立法
會議員身上，目前已有建制派議員表明
支持，期望爭取多位反對派議員支持，
以完成歷史任務。

綑綁論反證有議員欲離隊
部分反對派議員對政改的取態，隨時
左右政改方案能否通過。梁振英在訪問
中又提到，期望社會給予反對派議員獨
立思考的空間，不要經常追問他們會否
「轉軚」的問題。即使反對派議員早已
表明，表決政改方案時會綑綁投票，梁
振英認為，這說明個別反對派議員會依
據社會整體利益的考慮，存在不跟隨大
隊投票的可能性，反對派內部才需要綑
綁。

逾半人撐先通過是好條件
被問到有多大信心通過政改方案，梁
振英表示會努力去做。他形容，目前的
情況猶如跑步，應向前看，強調「擰轉
頭」跑沒有用，不會再回頭望。不過他
認為，現時政改有一項好條件，就是有
逾半市民認同先通過政改，認為即使不
滿意政改方案，仍可在2017年後改善。

指「雙學」不清楚政改程序
被問到有人聲言梁本人是社會撕裂

源頭，梁振英回應指，香港社會多
元，市民對富爭議性的政改有不同意
見，部分人仍較堅持是可以理解。然
而他認為，有市民以非法方式表達訴
求，除今次的「佔領」行動外，過去
亦有遊行發起人故意不申請不反對通
知書，因此他認為，所謂社會撕裂並
非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如何認識
政改的問題。對於現時有不少違法意
見干擾政改討論，梁振英更特別指
出，「雙學」日前提到有關「重啟」
政改的意見，反映有關團體的負責
人，不清楚政改程序及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他表示，政府對此亦有責任，
應進一步做好政改宣傳工作。
梁振英又在節目中回顧2014年令他最

印象深刻的3件事，分別是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政改的決定，其間又有部分人
不同意而採取非法方式表達訴求；促進
土地發展；推動港人優先政策。他說，
2017年可普選特首是本港的歷史大事，
這是香港首次有500萬名合資格選民，
一人一票選特首的國際大事。他強調，
普選已觸手可及，問題是如何求同存
異，讓立法會通過方案，實現歷史進
步。

馬恩國促查英涉違聯國憲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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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國會
外交事務委員會委員早前聲言要來港「調
查」中英聯合聲明實施情況，上月被中方
通知拒絕入境訪港。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
明於7日在英國《星期日電訊報》上發表署
名文章，指出包括政改在內的香港事務屬
中國內政，中方不能接受英議會外委會搞
涉港「質詢」和赴港「調查」加以干涉，
中方依主權國家權力拒絕外委會入境的決
定於法有據。劉曉明認為，英議員在香港
「佔領」事件期間來港無異於火上加油，
這種訪問百害無一利，促請英方尊重中國
主權，多做有利中英關係發展的事。

「質詢」「調查」港事即干華
劉曉明在文中指出，香港已於1997年回

歸中國，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因此香港事
務包括政改純屬中國內政，所謂「質詢」
和「調查」就是干涉中國內政。中方不能
接受英議會外委會搞涉港「質詢」和赴港
「調查」的道理很簡單。
劉曉明續說，外委會宣稱要審核英國政

府在香港政改特別是普選問題上的立場，
但人們不禁要問香港普選與英國有何關
係，而答案是否定的。即使英方反覆提及
《中英聯合聲明》，然而，「普選」一詞
在《聲明》中也隻字未提。所以英國政府
亦一再聲明，香港普選應由中國中央政
府、香港特區政府和民眾來決定。劉曉明
反問，外委會要審核英國政府的涉港政
策，難道不是企圖否定英國政府上述立場
和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

不欲「佔中」者感覺有「外援」
劉曉明強調，當前香港「佔中」違法活動還未結
束，香港的法治和安寧受到嚴重威脅與破壞，在此背
景下，中方不希望英國議員現在跑到香港去火上澆
油，英議員打着「調查」旗號訪問香港，所傳遞的信
息只會助長「佔中」違法分子的氣焰，讓他們感覺有
「外援」，這種訪問百害無一利。
劉曉明重申，中方一直通過對話方式向英方表達立

場，希望英方重視中方的關切，取消赴港「調查」，
惟這些努力絲毫未見效果，英方仍一意孤行。中方最
後不得不坦率地告訴外委會，他們不會被允許入境香
港。中方的決定於法有據，完全符合中國憲法、香港
基本法和國際法基本準則。

批拉布議員阻發展難辭其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過去已在立法會發動多次拉
布，目前更開展所謂「不合作運動」。
特首梁振英昨日嚴辭批評，拉布窒礙立
法會運作和政府施政，香港發展速度越
來越慢，幾名經常拉布的議員難辭其
咎。他擔心這種風氣會拖慢香港與鄰近
城市的競爭速度，不利社會整體利益。
梁振英在電台節目中提到，根據香港

基本法，行政機關須向立法機關負責，
特區政府對此牢記於心，特區政府亦從
不期望向立法會所提交的政策議案必然
都能通過。然而，立法會出現大塞車，
並非基於實質性問題需要辯論，而是由
於有議員有意識地拉布，用幾百幾千條
問題癱瘓立法會運作。他舉例說，如果
當年立法會通過他甫上任後提出的「五
司十四局」建議，令特區政府有足夠問

責官員處理文化和科技事務，香港今日
已可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做得更多，而其
中兩位司長在副司長分工下，政策工作
亦能做得更加仔細。

與鄰近城市競爭如賽跑
梁振英說，香港目前與鄰近城市競爭

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速度，「賽跑就
係睇速度，呢個係速度的競爭遊戲。」
他指出，香港的發展速度變得愈來愈
慢，立法會幾名經常拉布的議員難辭其
咎。
此外，他認為民主需要讓持不同意見

的人發言，然而，少數議員卻在立法會
形成不良風氣，當特首到不同地方聽取
市民意見時，有人會以肢體行動突出己
見，他批評此風不可長，尤其是影響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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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早前英
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聲言要到香港「調
查」《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況，嚴重
干預中國內政。本港律師團體中澳法學交
流基金會計劃去信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作

出投訴，要求聯合國調查英國國會及英國
政府是否違反聯合國憲章中有關「不能干
涉別國事務」的條款。基金會執委會主席
馬恩國更狠批，英國國會的行為本身已同
時涉嫌違反英國當地的法律。

對於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聲言要來
港「調查」《中英聯合聲明》的落實情
況，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經過研究後，認
為包括英國國會及英國政府均有可能違反
聯合國憲章內的「不干涉任何國家國內管
轄事件之義務之原則」。該基金會的執委
會主席馬恩國指出：「憲章內提及到，每
一國均有選擇其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
制度之不可移讓之權利，不受他國任何形
式之干涉。」本身為大律師的馬恩國分析
指，事件原本只是英國國會的事務，但作
為英國首相，卡梅倫以政府首長的身份支
持國會相關委員會的調查工作，因此事件
已涉及到英國政府。

英法定明港回歸後無管轄權
基金會又認為，英國國會外交事務委員

會計劃入境香港作「調查」的行為，不但
涉嫌違反聯合國憲章，其實亦違反了其本
國法律，因為英國在《中英聯合聲明》公
布後，英國在本土亦立了相關的法例
(Hong Kong Act 1985)，當中提到英國在
香港回歸後再沒有管轄權。

馬恩國表示，「英國國會的調查權只是
局限於其本土。現在要伸延到國外，是沒
有如此的權力的。英方已訂立了《香港
法》，《香港法》中已列明在1997年7月
1日已沒有對香港的管轄權。整個英國包
括英國政府、英國國會、英國法院都對香
港沒有管轄權。其實現在這樣做，也違背
了英國自己立的法律。」
基金會指出，既然英國對香港已再毫

無任何權力，而聯合國憲章又不容許任
何國家干涉別國內政，因此若聯合國決
定進行調查，並在完成調查後確定英國
違反有關條文下，可考慮向英國提出警
告或譴責。

梁美芬：外交事務中央管理
另外，該會的高級顧問、立法會議員梁

美芬指出，事件已屬外交層面上的事務，
認為無論特區政府或特區的立法會，均不
應亦無權跟進中英兩國之間的事務，香港
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區，而香港基本法亦列
明與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由中央政府管
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香
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昨日表示，
明白年輕人對政改的訴求，但「佔
領」行動已持續兩個多月，對市民
構成影響，故勸喻學生適時離場。
被問到會否親身到「佔領區」呼
籲鼓吹「佔領」、身兼「學民思
潮」召集人的公大學生黃之鋒撤
離，黃玉山未有正面回應，但表示
校內已有同事向他傳達信息。
公開大學昨日舉行第二十三屆畢
業典禮，有學生獲頒校董會優異生
獎章時舉起黃色雨傘上台，表達政
治取態，其後收起雨傘，另有其他
場次的畢業典禮則順利進行，未見
有學生舉傘。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計劃去信聯合國，投訴英國涉嫌違反聯合國憲章。

■劉曉明在英國報章撰文，表示中方拒絕英議會外委
會入境香港「調查」於法有據。 網頁截圖

■黃玉山

■梁振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警
方處理違法「佔領」行動經常被
「佔領」者無理辱罵，外界有意見
指警員被社會「擺上枱」。特首梁
振英昨日強調，警察作為執法者，
在執法時經常「吃力不討好」，但
亦因為有警察秉公辦理，文明執
法，香港社會才能維持高效有序，
人人受益。他呼籲社會各界支持警
方執法行動，同時推動良好的警民
關係，配合警方執法，增加執法效
率，有利社會整體利益。

執法「吃力不討好」需體諒
梁振英昨日在電台訪問中提及，警

察作為執法者，不論是否出現「佔
中」都會出現「吃力不討好」情況，
例如警察「抄牌」經常惹來司機不
滿，然而，正因有警察執法，香港才
能維持交通秩序，令外地人對香港交
通狀況產生良好印象。他讚賞這是警
察的功勞，也體諒執法工作有時的確
會開罪人家，也會出現所謂被「擺上
枱」的情況。
不過，要讓社會有更好秩序，梁振

英認為維持警民合作關係亦很重要，
例如避免路過警察與示威者對峙的地
區，減少警力對人群管制的負荷。

除警察外，梁振英亦大讚其他紀律
部隊人員同樣為社會安全做了大量工
作。他以最近的統計數字為例，指出
今年1月至10月因交通意外釀成的死
亡人數，若按月平均推測全年數字，
將是50年內最低，其中一個原因，就
是包括警察、消防、救護員，以至醫
生、護士等在分工合作下，令香港成
為一個十分安全的城市。
另一方面，梁振英早前提到，「佔

中」行動的參與者大部分是青年人，
認為這可能與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的
機會有關。梁振英昨日補充謂，青年
人可視乎個人意願及興趣，思考放眼
海外還是留港發展，離開香港發展，
目標也不只於在內地。他解釋，若興
趣與工業等項目有關，便可在其他地
方找機會。

關注代溝收窄及青年訴求
被問到目前立法會議員能否明白青

年人所想，梁振英沒有正面評論議員
是否與青年人有代溝，強調自己很關
注青年人，因為香港的未來屬於他
們，他亦留意到，以往普遍認為代溝
是「30年一代」，現已收窄至「10年
一代」，加上社會變得多元，青年人
訴求亦更多元。

■梁振英呼籲各界體諒警察執法困難。圖為昨日「佔鐘」情況。 曾慶威 攝

■昨日參與旺角「鳩嗚」的市民已明顯減少。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