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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政改處「抉擇時刻」
籲停止口號爭拗 制度「沒有最民主只有更民主」

■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昨日表
示，政改正處於
抉擇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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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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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啟動第二輪政改諮詢
近兩星期，但反對派仍堅持否決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提出的政改方案。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倘
2017 年未能落實特首普選，有意見指 2022 年的特首普選，可
能同樣在「8．31」人大決定的基礎上出發。她強調，政改處於
抉擇時刻，普選制度「沒有最民主，只有更民主」，呼籲反對
派勿停留在口號式討論，爭拗何謂「真普選」。

林鄭月娥昨日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
源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交代

第二輪政改諮詢工作。林鄭月娥說，香港政制發
展處於把握機遇和敢於抉擇的時刻，要在「落實
普選」和「原地踏步」之間作出抉擇，而立法會
議員在當中有關鍵角色，希望他們不要錯失黃金
機會。

再啟政改或沿用「8．31 決定」
她指出，普選特首符合市民期望，議員作為民
意代表，相信他們會重視市民意見，「如果說特
區政府和議員都是以民為本，這個時候就是我們
要回應市民的時刻。」她又說，普選特首會改變
整個政治生態、選舉及管治文化，令特首施政更
能貼近民意，而普選特首亦是普選立法會的先設
條件。她希望議員把握歷史機遇，並強調日後的
選舉機制可以繼續優化。
多名議員關注政改被否決的後果，以及能否重
啟「政改五步曲」。林鄭強調，倘重啟「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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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是討論 2017 年的特首普選，在本屆政府任期
內是不可能、不切實際，重申一旦政改被否決，
就 會 沿 用 2012 年 特 首 選 舉 的 產 生 辦 法 ， 即 由
1,200 名選委選出特首。
被問到倘政改遭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 8 月
31 日作出的政改決定日後是否仍適用，林鄭月娥
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最高權力機關，是經過審
議和特首提交的報告作決定，如果今次未能落實
普選，有人指下次可能都是從同一基礎出發，即
意味2022年亦可能沿用「8．31決定」。
譚志源補充指，倘下屆特首認為 2022 年的特首
須由普選產生，特首仍須從政改「第一步曲」做
起，而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第二步曲」時，會
考慮是否維持「8．31 決定」，或根據當時的實際
情況而有所增減。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稱，特區政府經常宣傳「袋住
先」，似意味2017特首選舉只是「中途方案」。林
鄭回應指，不會形容 2017 年普選方案是「中途方
案」，而是考慮到香港政制發展最務實可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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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重申民主向前走了一步，便不會回頭。
至於是否有「終極方案」，林鄭表示，倘要求
特區政府現時就未來政制發展作出承諾，是強人
所難，強調普選制度「沒有最民主，只有更民
主」。她呼籲反對派勿停留在口號式討論，爭拗
何謂「真普選」。

「公投」政改方案無法律依據
對於反對派稱，中央從未承諾日後會優化普選
制度，林鄭強調，修改選舉辦法的條文仍然存
在，中央表明會因應社會情況處理選舉辦法。她
又重申，特首梁振英和她都十分願意與反對派議
員討論政改，但必須在人大決定的基礎上進行。
被問到特區政府會否以「公投」或民意調查，
讓公眾「表決」是否支持政改方案，林鄭重申，
本港政治和法律體制並無「公投」安排，但政府
樂意考慮委托民間機構就政改進行民調。她補充
指，政府曾於 2005 年就政改作民意調查，雖然當
時六成市民支持，但可惜方案仍遭否決。

特首普選是立會普選前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7 年
的政改決定，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立法會選舉可以實行
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自由黨立法會議員田北俊昨日在會
上提出，該黨對取消所有功能界別議席有保留，質疑 2017 年普選
特首後，2020 年後的普選立法會是否會取消所有功能組別，「一
定會做，可能會，還是只是取消部分？」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回應時說，成功落實特首普選，便達到普
選立法會的前提，但現時未有具體方法，有關問題亦非今屆政府
處理，「是由一位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處理。」
田北俊追問時稱，「5歲小朋友」都懂得所有功能界別取消才算
普選立法會，林鄭月娥重申，倘實現 2017 年特首普選，全部立法
會議員將由普選產生，惟實際含義則須到啟動程序時處理。
此外，早前有傳特區政府計劃在明年立法會選舉時，將5個選區
細分為9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表示，要落實安排
需要經過本地立法，以及選管會的公眾諮詢程序，故2016年立法會
選舉仍會維持現行5個選區，但可能調整各選區的議席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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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
主張危害國家安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
秋北昨日表示，現正計劃與部分港區人代
提出，在香港未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之前，讓《國家安全法》適用於香
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法小組組長王敏
剛則指出，可以研究《國安法》與二十三
條並行的可行性。
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審議《國家安全法》
草案的議案。吳秋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指出，香港近期發生了「佔領」行動，香
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更刊登討論
「港獨」，令人思考是否需要引入與國家
安全相關的法例監管。他認為可以將《國
安法》的條文以附件形式納入香港基本
法，並預計《國安法》有機會於 3 月份的
全國「兩會」期間通過。他說與部分港區
人代交換意見，他們也初步認同將《國安
法》適用香港的做法。

視二十三條立法完成與否

他建議法例可選擇性執行，如本港未就二
十三條立法，《國安法》便可在香港適用，
若二十三條完成立法的話，《國安法》便毋
須繼續適用。被問到是否為二十三條「偷
步」立法，他認為如果社會有這種看法，便
應盡快為二十三條進行立法的工作。對於會
否影響政改及年底的區議會選情，他表示個
人有責任做應做的事，從政不應只看選票。
王敏剛就相信，二十三條的內容與《國
安法》有重疊的地方，但大家可再研究如
何共處，又指若香港早已為二十三條立
法，便毋須做太多其他的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陳庭佳）反對派
議員於立法會大搞
「不合作運動」，拉
布、「拖馬」加入委
員會拖延撥款，民望
跌勢不止。香港研究
協會昨日公布的調查
發 現 ， 在 35 名 立 法
會地區直選議員中，
工黨李卓人及公民黨
■何俊仁
梁家傑的表現評分跌
幅最大，在 6 分為滿分的調查中下跌 0.3 分；在「超
級區議會」界別中，聲稱要辭職引發所謂「變相公
投」的民主黨何俊仁更是連續 6 次位居榜末，分析指
與「變相公投」不獲港人認同有關。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 8 日至 15 日，以電話成功訪
問了 1,178 名 18 歲或以上市民，以了解市民對其所
屬選區及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俗稱「超級
區議會」）立法會議員的表現評分，調查結果於昨
日公布。

提「變相公投」不得人心
「超級區議會」方面，何俊仁得 2.23 分，比上次
跌 0.11 分，連續 6 次於 5 名同界別議員中位居榜
末。該會相信，何俊仁的評分與其近日提出「變相

「超級議員」
排名及評分
排名
1

議員
民建聯李慧琼

評分
2.94分（升0.14分）

2

工聯會陳婉嫻

2.89分（升0.08分）

3
4
5

民協馮檢基
民主黨涂謹申
民主黨何俊仁

2.73分（跌0.07分）
2.58分（跌0.09分）
2.23分（跌0.11分）

註：6分為最高分，1分為最低分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公投」的做法未能得到市民認同有關。「超級區議
會」評分最高的兩名議員分別為民建聯李慧琼
（2.94 分，升 0.14 分）及工聯會陳婉嫻（2.89 分，
升 0.08 分）。
地區直選方面，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得 4.19 分，升
0.1 分，繼續於調查範圍內 40 名議員中排首位，評分
更再創上任以來新高，而民建聯譚耀宗及工聯會麥美
娟的評分升幅最大，各升 0.41 分。李卓人及梁家傑
的評分跌幅最大，分別跌 0.34 分及 0.3 分，評分低見
2.41分及2.16分，在所屬的新界西及九龍東包尾，其
中李卓人的評分更是40名議員中最低。
不過，多數議員評分仍低於 3 分的一般水平，香港
研究協會呼籲各議員繼續努力，積極與政府進行溝
通，履行其民意代表的職責。

陳雲被捕「龍獅旗」猖狂助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連嘉妮) 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
批評港大學生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但反對
派卻絲毫未見收斂。一直鼓吹「港獨」的「本土派學
者」、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昨日到灣仔警察
總部接受調查及拘捕，逾 30 名「熱血公民」、「本土
派」等激進派成員前往聲援，其間更有人揮舞「港英
旗」和「龍獅旗」吶喊助威，公然鼓吹「港獨」。陳
雲被捕後拒絕保釋，獲警方釋放，但警方表明保留檢
控權利。
原名陳雲根的陳雲早前收到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

合會調查科」電話，指他涉嫌於「佔領」行動期間，
召集及組織未經批准的非法集結，要求他昨日到警察
總部接受拘捕。

「本土派」警總外鼓譟
曾在旺角「佔領區」示範以行李箱做盾牌的陳雲，
昨日在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熱血公民」及其
他「本土派」成員等 30 人聲援下，前往警察總部，
期間眾人高舉「迫害國師，必遭天譴」、「政府迫害
網上言論，全港市民隨時入獄」、「城邦會戰勝歸

辭職公投 疑惹民主黨內鬨

吳秋北倡︽國安法︾適用香港

何俊仁民望包尾「六連衰」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何俊仁早前宣稱要在否決政改後辭
職以引發「變相公投」，但黨內對此意見分
歧，懷疑爆出內鬨。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
在一電台節目中承認，黨內對「辭職公投」
存在不同意見，但仍死撐是「正常」。
對於有指現時大約有兩成黨友不滿何俊
仁「辭職公投」，劉慧卿表明，若然中委會
最後投票結果顯示反對的話，是有強烈的約
束力，相信黨員何俊仁亦會尊重結果，不會
發動「辭職公投」。她又不肯直接回應會否
支持何俊仁「辭職公投」，只稱「不會一開
始就說贊成或反對」、「覺得有點突然」。
但何俊仁及後接受傳媒查詢時，否認黨
內對他「辭職公投」出現內鬨，稱「黨員整
體反應都幾正面」，又強調「黨內嘅分歧都
唔係百分百」。他揚言，至今對黨員大會支
持他「辭職公投」有一定信心，但承認未得
到其他黨派支持，「當然都好視乎『泛民主
派』點睇，如果外面個個意見都係負面、個
個都唔幫手，就冇得傾」。
「學民思潮」昨晚發表聲明，聲言歡迎
何俊仁「辭職公投」的決定，並盼望民主黨
黨員大會能夠盡快通過相關議案，同時希望
何俊仁於政改方案否決前辭職，聲言「可以
為整場否決運動掀開序幕」。

來」等標語，更有人揮舞「港英旗」和「龍獅旗」為
其打氣。
被網民稱為「國師」的陳雲亦明顯「有備而來」，特
意帶同其著作《香港城邦論》到警署，繼續宣傳其「港
獨」主張。陳雲進入警署前聲稱，現時即使是一個「學
者」著書立說，或在網絡平台發表言論，都有可能被警
方拘捕，顯示特區政府打壓言論和學術自由。
陳雲其後由律師陪同下進入警署，約兩小時後離
開，卻拒絕回應記者任何提問，並在多名戴口罩、身
穿黑衣的神秘男子護送下乘的士離開。警方回應傳媒
查詢時表示，一名 53 歲陳姓男子涉嫌「煽動他人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但在被拘捕後拒絕保釋而獲釋放，
警方會保留檢控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