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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親「拉票」冀政改不受阻撓
強調政府竭盡所能按基本法人大決定落實普選

梁振英在《給香港的信》中，率先提
到的是政改問題。他說：「在政制

發展上，我要強調，我和特區政府會竭
盡所能，按照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令2017年能夠普選行政長官。能夠
在2017年由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投票選
出行政長官，是我的一大願望。我真誠
希望所有立法會議員，在有關『一人一
票』的政改議案於數個月後提交到立法
會時，不會受到議員的阻撓。」

港可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
在經濟方面，梁振英指出，香港要
好好利用獨有的「一國」及「兩制」
優勢，發揮無與倫比「超級聯繫人」
角色，在鞏固目前的四大支柱產業的
同時，亦要發展一些新興產業。他指
出，「滬港通」正正是內地金融市場

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的標誌性發展，
也展示了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
重要角色。而CEPA及內地的自貿區也
可以為香港提供新的機會。香港只要
善用這些與國家有關的優勢，將可以
擴大商機，搞好經濟，同時推動產業
多元化，提供不同的就業機會，並能
賺取收入支持包括教育、醫療、康
文、福利等社會開支。

房屋問題「重中重」爭各方支持
他強調，一直以來，房屋仍然是香港

「重中之重」的問題，而需要增加土地
供應，當中不只是政府的工作，因為同
時要得到市民的支持。市民要作出艱難
的抉擇，例如部分市民對改劃土地用
途，以及提高發展密度反感，但同時社
會亦有高住屋用地需求。梁振英希望得

到香港所有人，包括居民、區議員、
「壓力團體」以至發展商的支持，以解
決房屋問題，否則問題會越來越嚴重。
梁振英亦在節目中介紹新一份施政報

告的亮點，特別是在吸引人才方面，特
區政府會多管齊下，除了入境政策外，
亦同時會針對西方人士十分關注的問
題，包括空氣污染、國際學校學額以及
維港海濱活動等方面，當中提到香港會
在未來數年增加數千個國際學校學額。

信港人務實智慧終勝 作正確選擇
梁振英在結語中強調：「我們推出的
措施，當中部分需要作出艱難的抉擇。
不過，我相信香港人的務實和智慧最終
仍會獲勝。我們會繼續作出正確的選
擇，並且能掌握機遇，以推動民主，發
展經濟及改善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

2017年香港能否普選特首，關鍵

在於反對派議員會否聆聽民意。特

首梁振英昨日在港台英文台節目

《給香港的信》向反對派「拉

票」，表示他與特區政府會竭盡所

能，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落實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希望最終議案不會在立法

會受到阻撓。他又指，會好好利用

香港獨有的「一國」及「兩制」優

勢，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角

色，搞好香港經濟。

■梁振英表示，他與特區政府會竭盡所能，按照香港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
官，希望最終議案不會在立法會受到阻撓。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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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正義聯盟、撐警大聯盟
及藍絲帶運動昨日第四次舉行支持「辱警罪」立法街
站時，竟受到由香港理工大學導師、即「熱血公民」
成員鄭松泰所帶領之「熱血公民」近30多人的暴力對
待，其中有6名男女義工遇襲受傷送院。對於身為大學
導師的鄭松泰竟聯同「熱血公民」等人以「黑社會
式」暴力手段對付手無寸鐵的義工和一些現場支持市
民，「聯盟」深感憤怒。

6男女送院「聯盟」促繩之於法
昨日近5時左右，街站卻受到「熱血公民」近30人
的暴力衝擊，6名男女義工受襲送院。「聯盟」對有關
暴力行為深感憤怒，表示不能容忍任何破壞香港的暴
民行為，呼籲警方一定要把他們繩之於法。

籲用選票「趕走『泛民』，重建香港」
正義聯盟召集人李偲嫣昨日在街站指，整個活動共
14站，早前已經在旺角、銅鑼灣、沙田擺設過街站，
昨日第四站到達觀塘，現場反應不俗。她指出，舉辦
街站想帶出的三個訊息，包括保障警察執法尊嚴、提
醒市民防範後「佔中」活動，及利用手上一票踢走反
對派。
她指出，2015/16年是選舉年，希望大家勿浪費手上

一票，應用作「趕走『泛民』，重建香港」。
退休人士袁先生支持警方維持香港治安，他認為很

多激進青年沒有禮貌，若香港沒有法治，社會不知變
成甚麼模樣。
元朗家庭主婦李女士也表示：「如果沒有法治，又

何來有安寧的社會呢？如果我們不尊重警務人員，社
會會變成點？」

港大評議會通過啟動「退聯」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學聯多次被質疑運作欠透明、不能代

表普遍大學生，早前便有香港大學學生成立關注組，並於校內發起
聯署，希望啟動退出學聯的正式投票程序。有關聯署共獲得426名港
大學生會會員支持，未達直接啟動「退聯」投票的總會員數3%
（476個聯署）指標，但港大評議會於昨晚的緊急會議就此討論，最
終通過啟動由全體學生投票決定是否「退聯」。
港大校內媒體報道，出席昨晚評議會會議的「退聯」關注組負責

人吳偉嘉解釋指，現時學聯秘書處並非由學生直接選出來，授權方
式不正當，與其權力不相稱，而且學聯欠透明度，成員不重典章，
如會議記錄沒有上載，一般學生難以監察其運作。他又批評學聯在
做決策時，有其他民間團體及人士加入討論。
另外，港大校園電視在1月12日至24日進行調查，訪問了571名

港大生，當中59.5%人指學聯不能代表自己，50.3%認為港大學生會
應退出學聯，較不應退出的37.8%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政改
第二輪諮詢期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負責今次諮
詢工作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形容，現時
距離普選行政長官只有一步之遙。她鼓勵各界
人士能夠把握今次為期兩個月的諮詢工作，積
極向政府發表意見，令政改方案能夠得以完
善，並且希望成功取得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的
支持，讓政改方案能夠順利獲得通過。

次輪政改諮詢關乎港未來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工聯會志願服務團啟動禮
致辭時表示，特區政府正進行第二輪的政改公
眾諮詢工作，而這項工作對香港未來的發展至
為重要，她呼籲市民大眾踴躍參與今次的政改
諮詢，為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
官而努力。

林鄭月娥又說，這一次諮詢的信息非常簡
單，就是在去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
政改決定的框架下，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
普選特首，而現時距離普選只是一步之遙。

普選得以落實 勝過原地踏步
她續說，目前最關鍵一點，就是要在政改

「五步曲」的「第三步曲」，取得立法會全體
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便可以實現「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目標。
她強調，今次的政改公眾諮詢，亦帶出了一
個重要訊息，就是香港能夠得以落實普選，總
較原地踏步優勝；而全港500多萬名合資格選
民，能夠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自己心儀
的特首，亦較由1,200名選舉委員會選出的行政
長官，更為民主。

反對派拉布當「功課」「愛港力」批強姦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愛護香港力
量」昨日在大埔設置街站，呼籲市民關注立法會議
員操守問題，特別是部分反對派議員拉布影響議會
運作，及做出幼稚的行為破壞議會秩序。召集人李
家家批評，拉布已成為激進反對派議員的例行「功

課」，形容是「以少數強姦多數民意」的劣行，希
望議員回頭是岸，改善表現。

籲市民關注正視立會議員操守
近年拉布文化在立法會盛行，激進的反對派議員

視之為「議員正業」，而較溫和的反對派議員亦無
視此問題的影響，間接容許甚至促使拉布在議會發
生。對此，「愛港力」昨日在大埔設置街站，播放
宣傳聲帶及派發傳單，呼籲市民關注及正視立法會
議員的操守，特別是拉布問題，並收集市民簽名，
以反映市民希望立法會議員能改善表現，真正為市
民服務。
「愛港力」又指責部分激進派議員無視議會規則
及秩序，在會議期間擲物，包括雞蛋、溪錢，甚至
玻璃杯等，又有議員在會議期間看艷照。在議會
外，部分反對派議員則縱容其助理「玩升降機」，
影響議員出入開會，又以權謀私，讓非立法會議員
「好友」違規使用立法會車位。

市民福祉多被拋諸腦後
召集人李家家批評指，包括陳偉業、陳志全、范

國威、梁國雄及黃毓民等立法會議員，經常將「拉
布」視成例行功課，利用議會規則上的漏洞進行無
了期的拉布，完全是「以少數強姦多數民意」的劣
行，將大部分香港市民的福祉拋諸腦後。她又對立
法會經常因出席人數不足以流會感到不滿，希望在
往後的會議有改善。她說：「我們受夠了！立法會
議員要回頭是岸。」
前來街站簽名以表支持的李太認為，反對派議員

並沒有認真考慮市民的利益，不但在議會拉布影響
政府施政及正常運作，而且又為違法「佔中」推波
助瀾。她希望議會能重返正軌，議員能更認真為市
民設想。另一位來簽名的陳小姐則說，拉布已成為
議會最大的問題，這種「做騷」的行為深受市民所
厭惡，希望那些拉布議員能夠收手，不要再不務正
業，否則市民對他們只會更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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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
表示，特區政府已多次表明2017政改方案並非終極方
案，強調通過政改肯定較原地踏步好，期望反對派重回
政改的討論，否則香港的普選將遙不知期。他又認為，
普選並非真與假的問題，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逆民意而
為，候選人同樣都是要面對香港市民包括反對派支持
者，故2017普選不存在「中央欽點出閘」問題。

「為何不先做這一步，然後再走？」
曾鈺成昨日出席一電視台節目時表示，不認同若接受
「8．31」框架的政改方案，便是倒退的說法。他表示，
即使按照「8．31」的決定設計方案，與2012年的選舉來
比肯定進了一大步，「梁振英說，香港基本法沒說過
2017後我們不可以再繼續前行，五步曲永遠存在，為何
不可以先做了這一步，然後再走呢？」
曾鈺成指出，普選並非真與假的問題，關鍵是反對派

會否相信，將來香港的政制有改變的空間。
曾鈺成表示：「走了一步之後香港人如果覺得出來的
候選人真的不是我們想要的，下一次再繼續這樣走都
難，是嗎？倒過來說，如果行了一步，有一個反對派背
景（成員）出來似模似樣（參選），中央也認為不會是
出現一個『攪局』的人，下一步亦可能願意考慮放寬一
點。」

候選人要面對市民及反對派支持者
他續說，中央政府不可能完全逆民意而為，候選人同

樣都是要面對香港市民包括反對派支持者。譬如在辯論
時有人問，如果你做到行政長官，是否取消功能組別，
他都是要回答的。
曾鈺成認為，社會現在應聚焦討論「入閘」和「出

閘」之間，如何增加對提委會的政治約束。「核心問題
就是你怎樣『入閘』，『入閘』後你怎樣表現；不是有
了 1,200 名提委就關門，全部自己決定，『黑箱作
業』。」
對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提出「白票守尾
門」方案，曾鈺成表示，就算沒有「白票守尾門」，若
有民望高的入閘者無理被篩走，港人必然會好嬲，中央
亦要考慮，這種政治上的約束性是存在的。

梁美芬籲給社會一個「頓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佔
領」行動導致的社會撕裂有待修補。於昨
日一個講座上，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
認為要給予社會歇息的空間，避免繼續兩
極化；資深傳媒人劉進圖則呼籲港人不要
互相「unfriend」，要維持意見多元。
昨日有教會舉辦講座，反思「佔領」及
討論如何復和「佔領」後的社會。梁美芬
直言「佔領」發生至今，社會仍有不少撕
裂情況：有父母拒絕去子女的畢業禮，因
不滿現今畢業禮誇張、無禮貌；有家庭成
員因政見差異仍未重新交談；教友之間若
不了解對方立場就不會談「佔領」；學校
及法律界更不消說。

給社會歇息空間 撕裂可癒合
她認為，只要給予社會一個「頓號」，
給予社會歇息的空間，撕裂仍有機會癒
合，並強調社會不應該兩極化，「不認

命」也不等於要「抗命」，「點解無第三
條出路？點解無啲有影響力嘅人提出另一
條出路，畀青年去行吓？」
劉進圖則呼籲，無論持有甚麼政見的

人，當面對不同政見者，也要如《聖經》
教導世人一樣，「愛鄰舍如同自己」，因
大家也是香港人。他特別提到支持「佔
領」的「黃絲帶」青年，請他們不要把其
facebook戶口僅餘的、持不同政見的朋友
也「unfriend」掉，因自由社會應有不同
聲音、多元意見：「喺你生活圈子裡面，
喺你每朝打開facebook，你問問自己，有
無半點不同聲音，還是你已經選擇將自己
掩蓋喺一個同質同氣同聲嘅圈子裡面？」
他指出，有些教會因害怕撕裂而不肯提
及「佔領」，但既然撕裂已然出現，若不
去正面討論會有風險，除會令教友於心靈
上得不到醫治，教會內的青年也會感到疏
離。

■「愛港力」昨在大埔設街站。 連嘉妮 攝

■■梁美芬梁美芬（（左二左二））及劉進圖及劉進圖（（右二右二））。。陳庭佳陳庭佳 攝攝

■林鄭月娥
形容，現時
距離普選行
政長官只有
一步之遙。
資料圖片

林鄭：普選特首僅一步之遙

■正義聯盟、撐警大聯盟及藍絲帶運動昨日第四次舉行支持
「辱警罪」立法街站，獲大批市民簽名支持。 莫雪芝 攝

■袁先生支持警方維持香
港治安。 莫雪芝 攝

■李女士表示無法治何來
安寧社會。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