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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昨日在《蘋果日報》發表題
為「解不開的政改死局」的文章，呼籲反對派全力支
持何俊仁的「辭職公投」，目的是否決政改之後，企
圖重啟「政改五步曲」。戴耀廷還提出了一個異想天
開的想法：「由北京官員甚或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以
正式的決定明確承諾2022年的特首選舉辦法可符合真
普選的要求，而2017年的選舉辦法是過渡至真普選的
安排」。這是個大騙局，戴耀廷面對「佔中」失敗、
樹倒猢猻散的局面，企圖再來一次「大賭博」，就像
輸光的賭徒那樣妄圖僥倖翻本。

企圖再來「大賭博」扭轉敗局
其實許多學生經過「佔中」一役都學乖了，明白
「佔中」是一場大騙局。戴耀廷鼓吹「佔中」如「核

彈爆炸、威力無窮」，中央一定非常害怕，會答應反
對派的「公民提名」方案。事實上原來中央一點也
不害怕「佔中」，「佔中」最終慘敗。誰都可以看
到，「佔中」拿香港人的繁榮穩定、安居樂業作賭
注，根本就不可能令中央接受「公民提名」，因為
基本法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方案，而國際上也沒有
「公民提名」的所謂標準，各國的選舉模式完全不
一樣，都是根據自己的國情而定。戴耀廷所謂「佔
中」具有「核彈的殺傷力」，傷害香港經濟和民
生，令港人受到慘重損失。
當然，戴耀廷拿了那麼多來自外國的「黑金」，不

得不繼續完成「不可能的任務」。「佔中」失敗收
場，不得人心，戴耀廷又想效法陳水扁，「扁扁扁，
騙騙騙」，不理港人渴望法治穩定的意願，又再進行

第二輪亂港的計劃，就是煽動港人參加何俊仁鼓吹的
「辭職公投」，企圖掀起更大的政爭風波，逼中央作
出大讓步，令反對派的「真普選」方案在2022年得以
實現，最終奪取香港管治權。

「公投」不合法 市民不支持
戴耀廷向市民大灌迷湯，要讓他們受騙上當。但
是，這永遠不可能實現。2010年反對派已經搞過「公
投」，輸得很慘。去年的「佔中公投」，再次失敗。
何俊仁鼓吹的「辭職搞公投」，一樣會失敗。原因很
簡單，「公投」在香港沒有法律地位，也沒有這樣的
機制。非法「公投」不會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更不
可能動搖中央維護基本法的決心。
而且這次是欺騙性很強的「公投」，結果一早已

知，港人更加不會受騙上當，一定全力抵制。何俊仁
連其他反對派也欺騙，不用「人民力量」所提倡的
「五區辭職公投」，一定要用自己的「超級區議員辭
職公投」，是因為按照前者的方式，民主黨一定損兵
折將，一個位置也爭取不到；而按照何俊仁的辦法，
公民黨、「人民力量」、社民連、工黨、熱血公民連
入場券也領不到，這不過是一次精心策劃的篩選。

連反對派同路人亦被算計
反對派一直高呼選舉要有「透明度、競爭性」，一

定要有「公民提名」，何俊仁的「辭職公投」卻是算
計其他反對派，讓其他的反對派沒有機會參與競爭，
沒有機會提名，不能享受平等的被選舉權。而且，何
俊仁事先也沒有通知其他反對派，保密工夫十足，實
施突然襲擊，毫無透明度可言。何俊仁的「辭職公
投」是反對派的「黑金共主」黎智英授意所為，戴耀
廷是黎智英的「馬仔」，當然要協助何俊仁，游說反
對派各個山頭響應何俊仁發動的「公投」。他露骨地
表示：「可能有一些泛民中人覺得這次搞變相公投，
好像是為民主黨抬轎，但大家若能看到變相公投對雨
傘運動的長遠作用，敬請大家能放下政黨或個人利
益，以大局而重，為此共同努力。」這不是大騙局又
是什麼？
何俊仁的「辭職公投」時間貼近今年11月份的區議

會選舉，目的就是為民主黨選舉造勢，一定會削弱反
對派其他對手的優勢，必然引起激進派的強烈反彈，
他們必然冷待「辭職公投」，戴耀廷、何俊仁的詭計
一定失敗，落得「陸榮廷睇相——唔衰攞嚟衰」。

高天問

戴耀廷撐「辭職公投」注定徹底失敗
「佔中」失敗收場，不得人心，戴耀廷再進行第二輪亂港計劃，就是煽動港人參加何俊仁

鼓吹的「辭職公投」，圖掀起更大的政爭風波，逼中央作出大讓步，讓反對派的「真普選」

方案得以實現，奪取香港管治權。但是，「公投」在香港沒有法律地位，不會得到廣大市民

的支持，更不可能動搖中央維護基本法的決心，相反引起激進派的強烈反彈，冷待「公

投」，戴耀廷、何俊仁的詭計只是「陸榮廷睇相——唔衰攞嚟衰」。

■楊志強

特區政府展開第二輪兩個月的政
改諮詢。按林鄭月娥司長所說，就
是「2017，機不可失」。可是反對
派議員，聽都不聽，便撐黃傘離
場，這表現了他們對普選毫不在
心，且唯我獨尊，全無理性。事實
是，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之
下，仍留有廣闊的討論空間：例如
「入閘」門檻，可否降低至十分之
一的提委提名？這樣就可以讓更多
人參與競逐，在提名期間宣傳自己
政綱，爭取市民、提委會委員的支
持。普選前奏曲既寬廣、又生動熱
烈，反對派議員怎可輕易「杯
葛」，甚至否定機不可失的民主普
選進程，成為「民主罪人」呢？
反對派必須明白，普選的目的，

不是哪個政黨或個人當權。習近平
主席指出了香港普選方向和目的：
即普選要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
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因此，
市民發表諮詢意見，必須緊緊圍繞
這「三有利」而不能跑調，才能達
到普選的目的。
普選要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這

是普選出發點。普選行政長官，為
的是選出一名能代表大眾利益的特
首。而居民的迫切利益，是有一份
安定、有前途、薪水高的職業，有
一間屬自己、可安居、抗風雨的房
屋，安身立命才得到保障。故《後
漢書．仲長統傳》謂：「安居樂
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
於我矣」。香港要選的是一名能
「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特首，
就要防止那些參與、支持「佔
中」，危害港人營商、賺錢、上
班、上學的人物假扮「真普選」入
局；更要提防那些妨礙政府覓地起

樓、拉布拖延扶貧的政客搗鬼。
「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乃衡量候
選人之重要標尺，也是民主普選的
民意基礎。
普選要有利於社會繁榮穩定，這

是普選的要求。宏觀世界，因美國
向他國強行押送「民主」，造成伊
拉克、阿富汗內部廝殺不停，中東
一片混亂，血流不止，民不聊生；
微觀香港，在外部勢力支持下，通
過「白手套」人物的「黑金」收買
和賄賂，「佔領中環」癱瘓交通、
「鳩嗚」恐嚇商戶，日損以十億元
計，法治被隨意踐踏，是非更被混
淆，如社會讓壞人當道，黑白顛
倒，香港隨時萬劫不復。幸以梁振
英為特首的特區政府和警隊，「疾
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平定一
場亂港「顏色革命」。以此為鑑，
則諮詢普選時，那些發起、參與、
支持「佔中」的「真普選歪理」可
以不聽、拒之可也。他們是打普
選而反社會繁榮穩定的異類，不能
代表主流民意。
普選要有利於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這是普選的原則。唯香
港回歸祖國，才有今天普選的討論
和實現。因此，無論是有意還是無
意，破壞或削弱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都無異於民主自身的自
殺。西諺云：A society that knows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and the
value of nothing（只知價格，對價
值一無所知），反對派和「雙學」
就是一些奢言民主，對民主真諦一
無所知的人，焉能對普選諮詢提出
有價值的建議？而習主席的「三有
利」乃香港普選原則，依它普選則
順、則暢、則好，各界理應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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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行動落幕，青年人問題
成為重要議題，各方都積極檢討如
何支持他們，希望增加青年向上流
動的機會。提供更多機會給年輕一
代，讓他們盡展所長，力爭上游十
分重要，支持他們向上流動，社會
也會增添發展動力。
青年人面對其中一個情況是，他們
覺得樓價太貴，不可能儲到錢買樓，
為解決住的問題唯有申請公屋，為了
不超過申請公屋入息上限而故意少賺
些錢，不願升職，這是浪費了青年人
的能力和時間。可見，房屋問題是阻
礙一部分青年人向上流動的原因之
一，政府必須檢視政策，加大力度為
青年解決住屋問題。
另外，青年要向上流，社會必須
提供多元事業發展機會。年輕人有
不同專長、理想，有人想找份好
工，有晉升發展機會，有人想創
業，亦有人想在文化藝術創作方面
發展。要為各有期望的青年提供機
會，必須推動產業多元化，吸引國
際資金和人才來港，創造更多優質
工作機會。
在各方積極研究增加青年上流機
會時，反對派議員卻將問題無限政
治化，扯上「佔中」和普選爭議，
將經濟發展和民主發展置於對立
面，誤導年輕人。有反對派議員在
立法會發言時說，「增加向上流動
的機會，年輕人一樣會去佔中」、
「香港青年人不是為私利，不是為
個人利益，不是求溫飽，係要真普
選」，又指「青年人不會為五斗米
折腰」， 甚至說「香港已經為經濟
發展付出太大的代價，是時候停一
停，想清楚」。
這些言論很危險，很有問題，亦

正窒礙了青年向上流動。
首先，青年人追求安居樂業，過

更好的生活有何問題？和追求公義

沒有衝突，不要將努力踏實的青年
標籤成自私自利的一群，給他們無
謂壓力。
另外，經濟發展和民主發展並非

對立，追求民主時，市民也要生
活、吃飯，怎可將政治凌駕於經濟
發展之上？
經濟沒發展，香港不進則退，其

他國家、城市不會停下來等香港，
只會追過我們。當資金、人才、機
會都被取去，香港憑何為下一代增
加機會和發展空間？更危險的言論
是主張「香港命運要自主」，「要
真普選，上一代人應該要犧牲」。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普選必須體現
國家主權，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實施，香港並非獨立自主， 鼓吹
「香港獨立」和不合法的普選方
式，並非推動民主，而是阻礙香港
民主發展，強迫其他市民為反對派
不切實際的要求而犧牲。
香港屬於每一代香港人，年輕一

代不能假設上一代人不用生活，不
可以有自己想法，要強迫他們為年
輕人犧牲。請不要說既得利益者和
上一代人阻礙年輕人上流，因為香
港的今天，是靠上一代人用雙手拚
搏得來，年輕一代有溫飽生活都是
前人積累的成果。
反對派不要誤導年輕人，「是上

一代人欠了他們，所有問題都是政
府之過」，有了所謂「真普選」就
會解決到所有社會問題。教下一代
投訴、絕食、對抗不會解決到問
題，不能避免被淘汰。
要向上流動，始終要靠真功夫，

真本事！
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希望增加年

輕人上流機會，樂見一代新人勝舊
人；新一份施政報告即將公布，期
望當中有更多為年輕人創造機會的
政策，讓年輕人找到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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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黨中常會討論最新政治形勢時，
何俊仁突然插話，指「我希望立法會否決
政改方案後，本人宣布辭職，發動一次全
港性的關於政改的公民投票。」主席劉慧
卿認為這是一個重大議題，沒有理由不事
先列入議程，決定在下一次中常會上再作
討論。何俊仁的建議要等到在民主黨會員
大會取得過半數支持，才算有效。然而，
何俊仁早已視民主黨的規章制度為垃圾，
完全不遵守，就單方面舉行記者會，宣布
了「辭職公投」的決定。這無非是製造出
一個既成事實，自恃得到少壯派支持，讓
民主黨黨內的老傢伙灰頭土臉，告訴他
們，你們已經沒有決定的權力，現在是少
壯派說了算。

民主黨大佬不支持「辭職公投」
劉慧卿說了一句很不客氣的話，「何俊

仁懸崖勒馬還來得及」。這是間接批評何
俊仁的做法大錯特錯，把民主黨帶到了非
常危險的地步，如果這一次補選又再失
敗，民主黨就壽終正寢了，民主黨根本犯
不冒這個險。其他反對派政黨，也紛紛
提出批評。何俊仁最近參與了反對派的多
次會議，都沒有提出這個計劃，在沒有諮
詢的情況下，何俊仁單方面行動，引起了
反對派各政黨不滿，有的指何俊仁有私

心，「辭職公投」將損害其他反對派政黨
的利益。「人民力量」反對的聲音最為強
烈，認為應該「五區公投」，這樣才可以
動用各黨派的力量，共同行動，共同參
與，減少利益不均衡的情況。
何俊仁選擇辭去「超級區議會」議席，
然後進行「公投」，目的已經很明顯，就
是讓民主黨獨佔鰲頭，一枝獨秀，其他政
黨的利益都被犧牲了。因為「超級區議
會」議席補選，候選人一定要是區議員，
還需要有15名區議員支持，才可以成事。
其他反對派政黨，都沒有具備全港影響力
和知名度的區議員，也沒有足夠的區議員
人數，更沒有地區動員能力。結果，這個
立法會議席一定落在民主黨手上。更重要
的是，到時候各個政黨都要為民主黨抬
轎，自己的區議會選舉工程就會被人分散
資源了。如果補選失敗，更會連累街坊，
其他的反對派政黨也都成了代罪羔羊，這
是非常愚蠢的策略。

爭奪選舉資源激化反對派內訌
「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在「佔中」
期間，一直點名要求何俊仁辭去議席，發
動全港性「公投」。結果，民主黨拖拖拉
拉，把這個建議不了了之。現在何俊仁舊
事重提，輪到了在2010年政改後退出民主

黨的范國威反對何俊仁的辭職計劃，怒斥
民主黨應該「公投」的時候，沒有發動，
現在不應該發動「公投」的時候，卻為了
民主黨今明兩年的選舉擴大地盤，打擊其
他對手，又突然提出「辭職公投」，這是
不顧大局的做法。黃毓民更發表千字聲
明，批評此乃「政治洗底」工程，「投機
辭職，騎劫『雨傘革命』的『假公
投』」， 「奪回政改話語權」云云。社
民連一直主張「辭職公投」，讓梁國雄獨
領風騷。但是，這一次何俊仁的出位表
演，完全蓋過了梁國雄的「鋒芒」。社民
連指出，為什麼不早早辭職？「左拖右
拖」拖到現在，才來一次「放棄議席，佔
領光環」，這種「公投」，等同「鳩
投」。
何俊仁「辭職公投」，先斬後奏，引
發了反對派的猛烈攻擊。在反對派「飯
盒會」上，多個反對派政黨質問民主
黨：「是否當我們死了？」有與會議員
認為，民主黨先斬後奏，是想「挾」反
對派政黨「上馬」。會上討論反對派應
否花資源「抬轎」支持補選時，眾人沉
默起來，未有人提供到答案。看來，反
對派內部為了爭取今年選舉的資源和話
事權，大家都在劍拔弩張，一場新的內
訌將要爆發。

何俊仁「公投」激發反對派眾怒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李嘉誠籲政改「行前一步」寓意深刻

李嘉誠最著名的格言之一是：「人生最難是如何邁出第一
步，因為不知向何處去，又不知怎樣行動。這就是零起點的
痛。但反過來講，零起點又是最具人生意義的，它能決定一個
人的一生方向。」

只要邁出第一步 空間便無限大
李嘉誠從因貧窮被迫輟學走上社會謀生邁出第一步，鍥而不

捨地建立了一個業務多元化及遍佈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龐
大商業王國，全球商界翹楚均視他為擁有卓越能力、廣闊視野
和超凡成就的強人。李嘉誠從事業成功邁出慈善公益事業的第
一步，對香港、內地及全球的教育、醫療、文化、公益事業作
出了系統的資助，全球受資助的機構和人士均視他為回饋社
會、關愛弱勢社群的楷模。
李嘉誠亦從「行前一步」的深刻寓意看國家的改革開放。在

違法「佔中」期間，李嘉誠向被「佔中」騎劫的青年學生殷切
寄語：「年輕的朋友們：這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從沒有
動搖，說明只要邁出第一步，空間便無限大。加上今天的國家
領導人正風立政以法治國的決心，我們民族是很有希望的。」
的確，改革開放邁出第一步，使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的步
伐，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的洗禮，中國現代化建設取得的成就
舉世矚目，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的目標。
李嘉誠從他個人經歷和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強調政改「行

前一步」的深刻意義。雖然落實特首普選不可以解決香港社會
所有問題，但對香港的民主發展和管治有深遠的影響。香港實
行普選意義很大，象徵香港回歸20年不到，已經完成西方國家
100年、200年才能完成的民主進程。若果政改「行前一步」落

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將會是特區
政治制度和民主發展歷史性的飛躍進
步，也會是滿足社會大眾訴求的一大
舉措。解決困擾香港多年的重大政治
問題之後，社會整體便能更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錯失這個機會
的話，不但使政制發展受挫，原地踏
步，更可預見社會上的政治爭拗會不
斷加劇。

工商界也期待依法落實普選
對社會上有人反對通過政改，李嘉誠反問：「沒有第一步，

何來第二步？」有普選一定比沒有普選好，有進步一定比原地
踏步好。本港有意見認為，一些工商界人士對落實普選有戒
心，擔心因為普選而令香港迅速傾向福利化、民粹化，福利主
義盛行。李嘉誠是本港工商界領袖，他態度鮮明地支持政改向
前，反映工商界從香港整體利益和700萬港人福祉的角度看待
普選，和廣大市民一樣，期待香港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
上順利落實普選。
政制原地踏步，不僅市民無緣一人一票選舉特首，更會因為

普選落空而令政爭沒完沒了，社會更加撕裂，勢必影響香港的
投資環境，動搖外來投資者的信心，香港的深層次矛盾繼續累
積，難免加速被邊緣化。李嘉誠支持政改「行前一步」，不僅
再次顯示他真心愛護香港，而且說明本港工商界致力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
政制發展與經濟民生和營商環境息息相關。在普選制度下，

每一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都必須面向全港七百萬市民，解釋其政
綱和施政理念，務求施政更有利經濟民生和營商環境，爭取市
民和工商界的支持。早日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將會為特區政府
的經濟及民生等政策，帶來新的動力。
李嘉誠在「佔中」期間曾指出：「回歸後，『一國兩制』一

直保障香港的生活方式，而政制往前走，是保障五十年不變後
的未來。」鄧小平早就提出：「怎麼會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
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
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五十年之後不需
要變，需要香港的政制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向前發展。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實際出發，

依法有序進行；應該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
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李嘉誠作為本港
工商界領袖，強調政改「行前一步」，反映工商界顧全大局，
支持依法落實普選，消除困擾香港繁榮穩定的不利因素。這符
合習主席的「三個有利於」標準。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表示，非常看

重通過政改，因為這是重要的第一

步，「如果不踏出第一步，何來有第二步，何來有

民主的進展？」他強調這是難得的機會，希望香港

人「多睇睇、諗深一層」，「一定唔可以讓香港人

成為大輸家」。李嘉誠強調政改行前一步寓意深

刻，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政改行前一步落

實普選，是「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的一個重大

突破與飛躍，對香港的民主發展、社會穩定、經濟

發展、社會民生，以及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都有重大意義。

志強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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