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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葛諮詢漠視民意
尖沙咀擺街站 聯署市民批反對派「表面為民主，實際為銀紙」

「愛護香港力量」昨日的簽名是近期第六次
街頭行動，其間有不少義工派發記錄了

反對派議員種種劣行的宣傳特刊，引發不少市
民共鳴參與聯署。

批大嚿長毛「完全唔係做嘢」
參與聯署的丁先生批評，「人民力量」陳偉業

（大嚿）、陳志全、社民連梁國雄（長毛）等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完全唔係做嘢」，認
為他們的行為只是想拖垮香港。他又表示，自己
都想有普選，但卻不認同他們的爭取方式，認為
他們再如此堅持下去只會喪失民意。丁先生認
為，何俊仁聲言要引發「變相公投」只是「博選
票」的表現，並不是真心為普選。
另一位參與聯署的鍾先生表示，「香港人好

簡單，只是希望和諧、安穩地過生活」，希望
反對派議員不要再「搞風搞雨」。他又指，香
港基本法早已列明香港要如何達至普選，不明
白他們為何漠視民意，反對政改方案。鍾先生
又批評，何俊仁的行為是多餘、玩政治騷，是
勞民傷財的行為。
年屆70的退休人士陳先生則批評，反對派議

員「表面上為民主，實際上為銀紙」，認為他

們的行為是欺騙選民。他又指，市民選他們出
來是要共商大事，而不是容許他們在議會「掟
嘢」、看色情圖片。

李家家：「變相公投」無聊幼稚
「愛港力」召集人李家家表示，何俊仁聲言

要引發「變相公投」是非常無聊、幼稚、不負
責任的行為，認為如要清楚知道民意所向，就
應該是要在政改決定前進行。她指出，倘若否
決政改後才知道自己做錯決定，試問如何向市
民交代。
李家家續指，反對派指要杯葛政改第二輪諮

詢，完全是獨行獨斷的行為，無視全港市民意
見。她表示，「佔領」行動已經大失民心，全
香港大部分市民都反對「佔領」，故此真的希
望他們能回頭是岸，能冷靜下來理性討論如何
帶領香港向前走。她並警告，假若反對派議員
要繼續搞所謂「不合作運動」，市民必定會用
手上的選票踢走他們。
李家家又指，未來會繼續在其他地方擺設街

站，讓更多市民了解反對派議員的劣行。所收
集到的簽名，未來會轉交給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希望他能改善議會文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日前展開第二輪

政改諮詢，但反對派議員聲言

必定否決任何政改方案，而民

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更聲稱

會在否決政改方案後辭職，引

發「變相公投」，誓要與民為

敵。「愛護香港力量」昨日在

尖沙咀舉行簽名行動，批評反

對派議員漠視民意，他們聲言

要杯葛政改第二輪諮詢，完全

是獨行獨斷的行為，無視港人

民意。行動引發不少市民共鳴

參與聯署，有市民批評反對派

議員「表面上為民主，實際上

為銀紙」，認為他們的行為是

欺騙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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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堅「仲有把火」
或再選會長

香港醫學會
會董會在「佔
領 」 行 動 期
間，曾表決是
否就「佔領」
進 行 問 卷 調
查，結果支持
及反對票數一
樣，最後會長
史泰祖運用決
定 票 否 決 調
查，當時支持
調查的會董兼
前會長蔡堅反
應甚大，曾稱
不再參與會務，但二人於電台節目上握手以示言和。
不過，未知蔡堅是否仍然介懷，在昨日一個醫學界政改研討會

上，與同場的史泰祖「面左左」，更於言語上處處針鋒相對，聲稱
在台下聽到有業界人士希望non-con（彈劾）史泰祖，又稱自己「仲
係有把火」，如果史泰祖仍然做到「鬼五馬六」，自己會再競選會
長一職。
他又謂，醫學會不要再覺得「問嘢會製造分裂」，

當時以「不想製造分裂」為由否決調查的史泰祖聞
言，唯有苦笑置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違法「佔領」行動期間，有
兩批醫學界人士於報章刊登聲
明，分別反對及支持「佔領」，
顯示業界對政改意見分歧。香港
醫學會及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
騮將會向業界人士派發問卷，詢
問他們對政改的意見。其中醫學
會會長史泰祖昨日表示，香港政
改除顧及民主程度，也要顧及國
家憲法、主權，呼籲社會「捉

實」本地立法程序內的空間聚焦爭取。
在昨日一個醫學界政改研討會上，史泰祖表示自己作

為香港人及香港醫學會會長，要以最大努力爭取最大民
主程度的民主方案，而作為中國公民，一定要遵守國家
憲法及維護國家主權。他又指，提名委員會提名期內舉
行獨立民調、為特首參選人取得推薦人數設立上限及提
名時不實行全票制，都在第二輪政改諮詢文件及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口中提及，建議與其搞所謂「辭職公
投」，倒不如「捉實」以上數點聚焦爭取。
他表示，醫學會將在數周內派發問卷予會員，問題
會環繞諮詢文件內容，包括支持政改方案通過與否、
「入閘」門檻應否維持八分一甚至更低、應否為推薦
人數設立上限、部分界別分組選出提委的公司票應否
轉為董事票、應否增加界別分組等，呼籲會員踴躍表
達意見。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提到，提委會人數維持1,200人

不變。被問到醫學界會否犧牲若干提委人數，以容納新
增界別分組，史泰祖說機會不大，因為社會主要討論其
他界別分組如漁農界等刪減提委人數，而醫學界與其他
專業界別的提委都是由業界人士一人一票選出，相對民
主。

梁家騮：重啟「政改五步曲」是「嘥時間」
梁家騮強調不會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決定及重啟

「政改五步曲」，形容這是「嘥時間」。他期望特區政
府可以「放膽」聆聽民意。
他又說，未來數日會向全港約15,000名註冊西醫、牙

醫和約2,000名醫科學生派發問卷，詢問業界是否支持通
過政改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及「公民提名」，並
表示若業界回覆率高及有強烈意見，表決政改方案時就
會跟隨，但如果差異較少就會考慮其他因素，未能即時
回應會否跟隨調查結果投票。不過，他認為如果政改方
案比之前有少許進步，都應讓方案先通過。

梁
家
騮
向
醫
界
發
問
卷
史
泰
祖
籲
聚
焦
爭
政
改

■梁家騮 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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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港力」在尖沙咀擺街站，獲得市民熱烈簽名支持。 劉國權 攝

李慧琼：人大框架下普選是民主進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議員多
次重申一定會否決政改方案，拒絕讓本港民主向
前發展。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
琼認為，在全國人大決定框架下的普選，絕對是
一個民主的進步，她反問反對派的做法「點樣在
下一個階段帶領到香港人爭取到更民主的空
間」。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更以已故民主
黨黨鞭司徒華的說話「飯是一口一口吃的」，來
勸喻反對派要逐步來理性討論，而非「閂門」全
盤否定政改方案。

政制發展必須先行出第一步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昨日
出席《城市論壇》時指出，普選是一個可持續發
展，沒有「真」與「假」的分別，只有「有得

揀」與「沒得揀」之分。她認為在全國人大決定
框架下的普選，絕對是一個民主的進步。李慧琼
強調，政制發展必須先行出第一步，反問反對派
的做法「點樣在下一個階段帶領到香港人爭取到
更民主的空間」。
李慧琼並批評，說中央不給予香港民主的說法

「真係好唔公平」，因為承諾給予香港普選的不
是《中英聯合聲明》，而是香港基本法，指只有
「尊重及互信才能行出『一國兩制』下的民
主」。李慧琼表示，整個普選問題就是「互信」
問題，強調必須建立兩地互信尊重。

嫻姐引華叔：飯是一口一口吃
同場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同樣批評反對
派「形左實右」，質疑他們是否真的為香港未來

着想。她以已故「民主黨黨鞭」司徒華的說話來
勸喻反對派議員，指司徒華曾說過：「飯是一口
一口吃的。」陳婉嫻指，現實中政改也絕不能一
步登天，認為反對派「做運動時要負責」應退一
步討論準則，而非「閂門」全盤否定。
同場的「泛民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立法會

議員梁家傑反駁稱，1997年香港所以能夠順利回
歸，是因為相信當時套用的制度能夠保留，但原
來現在不是這回事，「中央可以話唔係就唔係，
2005年跣過一劑，2007年再跣一鑊，點信？」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黃偉豪擔心現

時政改方案，會令中央以為圓滿完成《聯合聲
明》帶有的憲制責任，失去推動香港民主的動
力。他稱「最唔想收貨就係年青人」，呼籲建制
派應了解年輕人訴求，爭取他們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日前聲稱要辭職引發所謂「公
投」，以表達違法政改意見
云。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
示，普選大門一直大開，中央
亦沒有排除反對派成員能成為
特首候選人的機會，反對派只
要表達願意討論的誠意，就能
創造促成普選的基礎，相反，
再糾纏在「8．31」人大決定以
外的提名委員會構成和產生辦
法建議，意義不大。

冀將焦點放在提名程序上
曾鈺成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中向傳媒表示，認同提委會
決定候選人時，應充分反映市民意願。不過，2017年特首
選舉的提委會構成及產生辦法變動空間不大，所餘時間又
不多，現時再討論人大決定以外的提委會構成，意義已不
大。目前應將焦點放在提名程序上，最終能讓市民有最大
程度參與，及參選人「入閘」後能充分表達政綱。
他重申，沒有一個選舉制度可保證所有政黨都有成員
「出閘」成為候選人，然而，據中央官員過去一段時間發
表的意見，並無排除反對派成員可成為特首候選人，他認
為不同背景的人，只要支持「一國兩制」及理解行政長官
的職責，中央都值得讓他們成為候選人。

憂關上這道門 不知何時重開
有報章調查顯示，若政府承諾2022年會優化政改，支持
「8．31」人大決定框架的被訪市民會增加。曾鈺成被問及
有關結果時，表示不感意外，認為優化政改值得討論。他
說，香港基本法並無限制在2017年後優化選舉制度，大門
繼續大開，中央及特區政府亦表明，2017年政改方案並非
終極方案，相信如反對派表現出可以討論的訊息，了解
2017年政改後應如何向前行，就有討論基礎。
然而，若現時否決政改方案，便等於關上這道門，更不

知何時重開。他期望反對派等各方繼續就政改對話溝通，
讓政改能踏出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日前表明，會在
政改表決後辭職，意圖觸發所謂「公
投」。他昨日死撐「辭職公投」是為
令反對派在否決政改方案後，仍能持
續有事可做，即使主流民意認同方
案，他也不會承認，惟「辭職公投」
至上。為撐「辭職公投」，他更公開
指本身為港大社工系副教授的民主黨
成員羅致光，其政改意見不代表民主
黨，大爆黨內內訌嚴重。
何俊仁昨日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聲

言，反對派清楚說明，若政改方案沒
有「真選擇」，一定否決，不會動
搖。而「辭職公投」的說法提了很
久，目前面對建制派以致反對派內外
的質疑，仍死撐不會放棄辭職的想
法，是為否定政改方案後，反對派的
行動能延續下去。

「辭職公投」只為持續有事做
主持人問道，為何「佔領」行動持

續79日都不能動搖人大決定，卻認為
一個「公投」就可以？何俊仁聲言
「辭職公投」只為持續有事做：「持
續多幾個月對特區政府產生壓力。」
主持進一步質疑，如搞「公投」是為
了持續，為何不搞遊行請願，何俊仁
續指，遊行請願固然繼續，公投亦不
會只此一次，稱中央越不希望「公
投」，反對派越要做。凸顯反對派與
中央對抗，為反而反。
被主持問到外界質疑在表決後才辭

職會無法趕及補選，沒有意義，甚至
指不在今明兩年內舉行的區議會和立

法會選舉中表達意見，要另行「辭職
公投」是多此一舉，何俊仁聲稱，為
免地區選舉被其他議題干擾，才要搞
所謂「公投」。而否決政改方案不容
有變數，故此不會在政改方案投票前
辭職，以確保他一票在手。他更指否
決方案關乎到反對派的「輸贏問
題」，認為反對派支持政改方案就是
要「輸」，好像自我放棄否決權，對
反對派不公平。被主持追問為何反對
派放棄否決權代表「輸」，何俊仁並
無正面回應，只重複表明否決方案是
反對派堅持要做的「承諾」。
主持又追問，若反對派因民意認同

政改方案而支持，何以會形容為
「輸」，何俊仁重複，逼反對派接受
方案不公平，只有特區政府主辦「公
投」或接受他觸發的「公投」結果，
他才承認這是「民意」，支持方案。

一意孤行 拒接受民調結果
對於昨日有報章引述港大最新調查

顯示，五成六被訪市民認同先接受政
改方案，若2022年承諾再優化方案，
認同先接受的被訪者更增至六成多，
主持質疑何俊仁如何看待這些真正民
意。何俊仁辯稱，民意總有上有落，
未來有關民意可能又回落，「大家都
不知道」，拒接受民調結果。
主持最後提到民主黨成員羅致光曾

指，沒有提名權不代表甚麼權利都不
要。何俊仁對黨友羅致光則語帶不屑
說：「呢個係羅致光，唔好成日提民
主黨羅致光，佢講嘅嘢不代表民主
黨，我哋政改討論佢都無嚟參加。」

■曾鈺成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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