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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明「支持民主」者要否決普選
反對派拒支持政改方案 政府誓行「第三步」不灰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政改諮詢

專責小組」昨晚出席首場由工聯會主辦的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諮詢會」。特區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強調，第三步曲是關鍵的一

步，也是最難行的一步，反對派已多次公開表

明會否決任何按人大常委會框架提交的政改方

案，故特區政府不會低估推動政改難度，但也

不會灰心或心淡。她坦言，要達到普選特首目

標只是一步之遙，故她難以理解，「既支持民

主又樂見『雙普選』的朋友，為何要反對2017

年特首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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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特區政府正進行第二輪政改諮詢，
香港社會各界均在尋求能凝聚最大
共識的普選方案建議，希望特首普
選可如期、依法落實。工聯會榮譽
會長鄭耀棠昨晚強調，特區政府依
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是香港百
年來的重大里程碑，不希望政改會
原地踏步。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則
指，政改方案必須穩健可行，要符
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的決
定，工聯會的「政制專責小組」稍
後會向特區政府遞交意見書。

普選特首是百年來重大里程碑
在工聯會昨晚舉辦的首場「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諮詢會」上，
鄭耀棠在致辭時指出，特區依法落
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邁出民
主發展的一大步，是香港百年來的
重大里程碑，「在討論（特區）行
政長官普選辦法前，我們要明白推
動香港政制向前發展，必須嚴格按
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相關規定及決定。」
他續說，民主的普選方案，不能

優待也不可以限制任何政黨及任何
人，即使方案不是十全十美，邁出
第一步是重要的，因為日後還可以
根據香港實際情況推進，「目前最
重要是落實普選特首的辦法，讓
500萬合資格選民能夠『一人一
票』選特首。我們不希望政改原地
踏步。」
吳秋北在致辭時也指，政改方案

必須穩健可行，並符合香港基本法
及全國人大常委的決定。

工聯「政制小組」將遞意見書
他又說，工聯會在前年的政改首

輪諮詢，先後舉行了7場諮詢會，
收集了700多份問卷，並歸納為意
見書交予特區政府。現在，政改好
不容易進入第二輪諮詢，工聯會作
為全港最大的工會組織，代表數以
百萬計僱員願望，除了舉行諮詢會
外，還會繼續由各屬會透過召開理
事會等不同會議及發放問卷，諮詢
會員的意見，並由工聯會的「政制
專責小組」整理後再向特區政府遞
交正式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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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
堡明 以色列報道）正陪同
香港學生在以色列進行考
察的李嘉誠基金會董事周
凱旋，本周一於以色列表
示，自香港發生違法「佔
中」行動以來，有關政改
的爭拗不斷。她認為，應
給內地及香港一個機會，
個人希望政改方案能全票
通過，並認為如果香港能
為中國的政治進步有所貢
獻，將是十分重要的事。
她又形容，國家近十多年
已不斷進步和改變，深信
有選舉平台，便會有合適
的人選出現。

周凱旋在當地時間本周一接受隨團本港傳媒訪問，在談到本港
的政改問題時，她形容這是「一場賭注」，但個人對政改看法正
面，好希望政改方案能通過，能全票通過更好。她指出，市民不
應只看作是香港特區的問題，香港日後若果能夠對中國的政制改
革提供經驗，「成為中國政治進程一分子，係好重要嘅一件
事。」

籲大家應對港及國家有信心
被問到參與違法「佔中」的學生，她呼籲大家應對香港及國家
有信心。她以自己在內地工作多年的經驗分析指，內地近十多年
來有很多進步，一直在變，內地過去或許有很多「regrettable 」
（遺憾）的事，但中央一直默默地改進，應給內地及香港機會，

讓更多人為香港服務，提升本港的「governance」（管治）。
周凱旋坦言，現在有很多人嘗試領導香港卻沒有結果，反之很多人希望
服務香港卻苦無機會。目前，坊間已盛傳多位潛在侯選人，她則表示只要
有一個普選平台，就會有人走出來，不擔心屆時沒有適合人選。
有記者追問李嘉誠會否參政時，周凱旋說，傳媒經常報道李嘉誠，卻是
最不了解李嘉誠的一群。
她指出，雖然李嘉誠很自信，如果自己從政，就可為香港帶來真正的改
變，但作為旁觀者，她認為李嘉誠不似是從政的人，因為很多從政的人具
有「single minded」（單一思維），而李嘉誠沒有。
周凱旋補充說，李嘉誠確有從政者的優點，如李氏有一種「take it to
heart」（常懷感恩之心），對外界批評從來不放在心上，心胸好闊，仁者
無敵，心胸闊對老百姓是好，對個人則會好辛苦。

澄清參選特首純屬說笑
那她有意參選特首嗎？周凱旋則反問記者會否選她，並笑說：「冇人要
我的。」為免引起誤會，長實發言人昨晚就此回應表示，「李嘉誠先生知
悉周小姐與記者見面，亦知道周小姐只是在開玩笑。另外，周凱旋小姐亦
作出澄清，指自己純屬說笑。」

誤傳畢業禮播「佔」片 英皇澄清：無灌輸政治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英皇書院上
月有學生在校內播放違法「佔領」行動的片段，
並於台上打着黃傘唱出違法「佔領」的「主題
曲」《撐起雨傘》。該校校長陳胡美好昨日接受
本報專訪時澄清，該校一直堅守教育專業，以持
平、開放態度處理「佔領」議題，從不贊成學生
罷課。有關學生演唱、播片雖真有其事，但並非
在畢業禮上，而是該校的歌唱比賽活動，學校對
此實始料不及。
一段指稱英皇學生在「畢業禮」上舉傘大唱

《撐起雨傘》在網絡中廣泛流傳。月初，有市民
為此到英皇書院抗議，批評該校「在畢業禮上歌
頌違法『佔領』行動」，是在「教壞孩子」、令
該校「淪落成『鳩嗚』繁殖場」。陳胡美好昨日
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嚴正澄清，該校從無對學生灌
輸任何政治立場。

學生歌唱複賽「串燒歌」加入
她解釋，有關影片為該校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

活動。校方一直沒有審查學生比賽歌單的做法。
涉事的畢業班學生於初賽時並無唱政治歌曲，至
複賽時在眾多「串燒歌」中加入這部分，校方是
始料不及的，而以往亦不曾有類似情況。負責評
審的馮老師指，該批學生結果因超時而被扣分，
並無勝出比賽，而《撐起雨傘》的部分亦因超時
未被評核。

籲集中精神備戰公開試
被問及有否就學生的「政治表態」作出任
何跟進工作，陳胡美好表示，假期之後就是
考試時間，而畢業班學生即將面對公開試，
她亦認為應該讓學生集中精神去備戰公開

試。
她強調，該校向來以開放、持平態度去處理
「佔領」議題，並期望學生可以理性、求真地看
待事件。學生有表達的慾望，作為師長的越是去
壓抑，他們亦只會循更多不同渠道去表達，所以
該校會通過由教師與學生討論，讓他們對議題有
更多認識。

校長：不贊成學生罷課
作為教育場所，陳胡美好指，該校只集中於處

理教與學，並無刻意迴避或宣傳政治議題，更從
無向學生作任何政治灌輸，亦無煽動學生罷課。
她強調，該校不贊成學生罷課，亦希望學生可以
守規矩，例如有學生希望於校服上別上黃絲帶，
她也透過溝通讓學生理解學校規定，最後亦不見
有人違反校規。

到灣仔警總助查 黃毓民涉5宗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再有參與違法
「佔領」行動示威者應約協助警方調查。反對派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社民連成員曾浚瑛及學聯常

委方志信，早前應警方「預
約拘捕」通知，昨日到灣仔
警察總部接受問話。黃毓民
涉及5項指控，獲准以2,000
元保釋，4月15日轉擔保。
其餘兩人分別涉及兩項和一
項指控。2人都拒絕保釋，
獲無條件釋放，但警方表示
會保留檢控權利。
因涉嫌參與及組織非法集

結，被警方通知「預約拘
捕」的黃毓民、曾浚瑛及方
志信昨日到灣仔警察總部接
受調查。黃毓民在投案後透
露，警方以涉嫌煽動及參與
非法集結等5罪拘捕他，其
中 4 罪涉及金鐘「佔領
區」、1宗涉及旺角「佔領
區」。

他聲稱，警方播放相信取自互聯網，於9月29
日至10月期間由網上媒體《熱血時報》拍攝的
短片，反映警方沒有在現場拍攝的片段，僅以新

聞網站作搜集資料工具，「實在可笑。」

警問竟答「去探人」一味喊「冤枉」
他續稱，警方提問期間，他全程都答「冇嘢

講」。他又聲言，「自己好冤枉。」因為他到
「佔領區」，只是「落去探人」。被問到民主黨
立法會議員何俊仁計劃於政改方案否決後辭職引
發「公投」，他回應說：「在生借錢唔還、死咗
先還。」

曾浚瑛方志信錄口供
曾浚瑛則被警方以涉嫌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

非法集結罪名拘捕，方志信被警方控告涉嫌出席
未經批准集結及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兩罪。 兩人
稱，他們在錄取口供期間保持緘默，事前並與律
師溝通會踢保，故落完口供後就獲警方釋放，但
離開前警方索取其聯絡電話及地址，並指如有足
夠證據會要求他們協助調查。
警方日前開始對違法「佔領」行動參與者的

「預約拘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家洛今日會
應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探員邀請，前
往灣仔警署協助調查。

工聯會昨晚舉辦「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諮詢
會」，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及副局長劉江華等應邀出席，聽取約300多名工
會骨幹成員的意見。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理事長吳
秋北出席並致辭。

關鍵一步 不低估推動難度
林鄭月娥在開場發言時指出，「政改五步曲」已順利
走完了兩步，現在將繼續走餘下三步曲，其中第三步曲
是關鍵的一步，「按過往兩次經驗，第三步曲是最難行
的一步：2005年遇上滑鐵盧，無法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
的通過，令2007年及2008年選舉原地踏步。政府不會低
估推動政改難度—縱使反對派多次表明會否決任何按人
大常委會框架提交政改方案。」

大多數市民盼2017年選特首
她並向在場人士介紹次論諮詢的宣傳單張，強調2017
年普選是「機不可失」，「為何要落實2017年普選？宣
傳單張就講述了普選特首五大理由，即可『一人一票』
選特首、符合市民期望、政府認受性提高等。絕大多數
市民的心聲是，希望2017年有機會選特首，讓民主進程
邁出一大步，而人大常委會已有明確框架，香港是好有
條件回應市民訴求及願望。」
林鄭月娥特別強調，特首普選與立法會全體普選產
生，兩者是有先後關係，故她難以理解既支持民主又樂
見「雙普選」的「朋友」，為何要反對2017年特首普
選，「若2017年成功普選特首，最快2020年可以普選立
法會；若2017年不能普選特首，2020年立法會普選已經
是化為烏有，根本無先訣條件可以討論，下屆政府亦無
『時間表』再啟動政改處理普選問題。」

方案非「終極」日後可續優化
她並重申，是次政改方案並非「終極方案」，日後仍
可繼續優化選舉安排空間，「香港是有條件及基礎邁步
向前，繼續發展香港民主路。要達到普選特首目標只是
一步之遙。……特區政府不會灰心或心淡。因為（政
改）對香港發展至為重要，希望透過餘下的工作和市民

的意願，令反對派有改變決定空間，政府會一如既往做
好諮詢工作。」
被問及反對派聲稱否決政改方案後可盡早重啟「政改

五步曲」，林鄭月娥在會後反駁道，這是不可能的，也
是不切實際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列明，若政改
不能順利完成法定程序，2017年特首選舉只能沿用2012
年選舉辦法，由1,200人選舉委員會選出特首，而立法會

最早在2020年全體普選亦是無法落實。一旦否政改方
案，對本港民主將造成嚴重影響。」
她並總結道，參與是次諮詢會的人士均熱切期盼，在
2017年能夠「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並認為今次是一場
民意戰，市民積極表達希望普選，對立法會表決政改方
案有積極作用。她並透露，特區政府樂見青年表達政改
訴求，現正安排一場與青年學生會面的政改諮詢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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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應警方「預約拘捕」通知，昨到灣仔警察總部接受問話，
其中4罪涉及金鐘「佔領區」、1宗涉及旺角「佔領區」。圖為他較
早前現身旺角力撐「佔領」行動。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譚
志源及劉江華出
席工聯會舉辦的
「2017 行政長
官普選辦法諮詢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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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舉行
「2017 行政長
官普選辦法諮詢
會」，參加者
眾。 劉國權攝

■周凱旋 陳堡明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