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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發聲
促反對派勿阻普選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聲
言會否決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
政改方案，企圖繼續借爭取普選為名，撈取政
治油水。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
倘無法落實 2017 年特首普選，對香港社會影響
深遠，既無法確保政府施政更加貼近民意，社
會亦陷入持續內耗爭拗，對經濟、民生發展帶
對派不要放棄促成普選的機會。

近千人舉「2017，機不可失」標語

林鄭月娥和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晚出
席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主辦的 2017 行政長官普選辦

法諮詢會，近千名市民在會場內舉起「2017，機不可失」
的政改標語，表明「我要投票選特首」。林鄭月娥致辭時
重申，反對派至今仍堅持撤回人大決定，是「不可能、不
被接受、不切實際」，強調偏離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
法律基礎，都沒辦法令政改成事。
她指出，倘2017年無法落實特首普選，2020年也無法普
選立法會，香港將成「雙失」，又認為一旦失落普選，既無
辦法確保政府施政更貼近民意，更會令社會爭拗內耗持續，
「對拓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香港競爭力都有負面影響。」
她重申，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後，選舉制度日後可繼續優化
和完善。
就部分反對派議員提出，倘中央承諾於2020年取消所有
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願意支持政改方案，林鄭月娥回應
時重申，現屆特區政府不能作出此承諾，因為按照人大決
定，須由普選產生的特首啟動「政改五步曲」，廣泛諮詢
社會如何達致2020年立法會普選。

倡「入閘」門檻降至十分一

▲林鄭月娥出席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舉辦的「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
辦法諮詢會」，與市民握手。
曾慶威 攝

◀林鄭月娥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舉辦的「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辦
法諮詢會」上發言。 曾慶威 攝
「堅持至最後一刻」，希望議員作出明智抉擇，又說不想反
覆說「無信心」、「凍過水」，免得反對派以為政府將他們
「擺上枱」，藉民意施壓。她呼籲市民積極發聲，如收到任
何民調電話，或遇到簽名運動時，要按心裡想法表達意見，
指非法「佔中」得以和平收場，其中一個原因是「佔領」後
期，有183萬市民簽名反「佔中」。
她又透露，第二輪政改諮詢下月初結束後，將會在一個

月內整理收集到的意見，製成諮詢報告，及提出政改決議
案，屆時特區政府會加強宣傳工作，期望凝聚支持政改的
強大民意。
劉江華則指，倘政改被否決，現屆政府不會重啟政改，
下屆選舉只能繼續由 1,200 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特首，
「好唔理想」。他促請反對派冷靜思考，不要因為提名程
序不夠十全十美，而犧牲全港500萬選民的普選權利。

自小在黃大仙徙置區長大，憑藉
「一步一腳印」的努力，袁國強由
& 資深大律師攀上特區律政司司長的
事業高峰。昨日到石硤尾美荷樓與
學生分享成長點滴的袁國強坦言，雖然自己小時
沒有富裕家境，但密切的鄰舍關係卻帶給他快樂
童年，並在機緣巧合下投身大律師行業。他形
容，大學生涯並非一帆風順，曾經歷半工讀的刻
苦時期，最終 「頂硬上 」成功開展 「大狀生
涯」，他寄語同學們多看書本及雜誌緊貼國際大
勢，「生活沒有對錯，最重要是活得快樂。」



鄰舍關係密切 帶來快樂童年
袁國強昨日出席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舉辦的「賽
馬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講座」，與學生暢談成
長故事。他形容，雖然自己小時沒有富裕家境，
但密切的鄰舍關係卻帶給他快樂童年，「我自小
在黃大仙上邨長大，就讀黃大仙官立小學，成長
環境比較混雜。空閒時最喜歡在屋邨空地玩樂。
每當看到雪糕車，就是最快樂時刻。」
何解會決意投身大律師行業？他憶述說，當
年他就讀伊利沙伯中學，機緣巧合下，在職業
講座中聽取了法律前輩的介紹，開始考慮投身
大律師行業，「初中成績比較差，到中六成績
方開始突飛猛進，並對讀書產生興趣。我家中
有六兄弟姊妹，我排最小。雖然父親希望我攻
讀醫科，但考慮到興趣及財政問題，最終決定
攻讀法律。」

艱深法律書籍 睇十次未明
他直言：「我的大學生涯絕非一帆風順。最初
成功考上大學『好囂』，但原來發覺『一山還有
一山高』。在攻讀法律第一年，發覺好多法律書
籍十分艱深，即使睇十次都唔明。當時還要教夜

建議採兩輪投票
當選要過半數

至於普選階段的投票安排，該會建
議採取兩輪投票制，候選人必須取得
過半數有效票才能當選，確保特首有
足夠認受性。
此外，「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
振中昨日在諮詢會上批評，反對派涉
嫌收受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的「黑
金」， 並勾結外國勢力發動「佔領」
行動，認為特區政府應盡快為香港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又指即使政改
最終被否決，責任在於反對派而非特
區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法會昨日否決由反對
派提出「尋求撤銷人大常委會決定，重新啟動政改程序」
的無約束力議案。多個黨派議員強調，人大「8．31」決
定是香港依法推進政改的重要根據，不能「玩泥沙」說撤
回就撤回，又質疑反對派議員為一己私利否決政改，將來
天天喊爭取普選「有排撈」，香港人則跌落萬丈深淵。
立法會昨日復會，繼續辯論由工黨議員何秀蘭提出「尋
求撤銷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議案。何秀蘭聲稱，如果當局
想打民意牌，應由政府做「公投」，如果諮詢結果全港市
民都支持綑綁先通過政改方案，反對派「樂意奉陪」。公
民黨議員陳家洛稱，「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是「食
壞港人的爛橙」，建制派卻充當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啦啦
隊」，對反對派羅織否決政改方案的罪名。
民主黨議員單仲偕在會上讀出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的公開信，稱人大作出「8．31」決定半年來，
香港社會嚴重撕裂，希望張德江委員長根據國家憲法第
62 條，以人大常委會決定違反相關釋法依據為由，撤銷
或改變「8．31」決定。

議員斥反對派不合情理 令政改無法向前

■袁國強憶述童年做
「屋邨仔」
的奮鬥經歷，與港青分享香港精神及逆境自強。
校，因此感到好吃力。最終『頂硬上』成功開展
了大狀生涯。」
放眼今天全球化的年代，他寄語同學們多看書
本及雜誌，緊貼國際大勢，「我可能比較傳統，
好喜歡逛書局買書，即使較偏門的法律書籍都會
買。有次我與幾個律師為結案陳詞思考法律觀
點，最終竟在一本購自英國書局的法律書籍，尋
找到具決定性影響的資料，大派用場。」他並即
場 向 同 學 推 介 兩 本 書 籍 ： 《Tom Bingham Rule of Law》及季羡林的《談讀書治學》。

盡力爭議員支持「夠數過關」非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啟程
訪京，與相關部門就香港第二輪政改諮詢進行交
流。袁國強昨日在出發前表示，特區會如實逐步
向中央反映香港社會情況，包括有關「白票守尾
門」的討論。被問到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聲
言，「此刻會按醫學界民調結果否決政改」，袁
國強強調，現時距離立法會投票仍有一段時間，
相信政府推出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建議後，社會仍
有討論空間，政府會盡力爭取議員支持，不會視

撤人大決定議案遭立會否決

「頂硬上」成大狀 袁國強憶「那些年」

該會首席會長潘蘇通昨日宣讀政改
意見書，建議提委會具體組成不變，
而「入閘」門檻降低至十分一，即只
須 取 得 120 名 提 委 推 薦 便 可 「 入
閘」，而推薦數目上限為 250 人，以
讓更多有志人士參選。至於提名階
段，方案建議採取「一人三票」方
式，提委會提名兩至三名候選人，獲
最多選票的前三名可成為候選人；若
只有兩名參選人取得過半數支持，則
此兩名參選人可「出閘」，毋須再提
名第三名候選人。

市民難接受

至於通過政改的機會，林鄭月娥坦言信心不大，但政府會

﹁
﹂

提委會設計 確保候選人愛國愛港

政府「堅持至最後」 冀議員作明智抉擇

■蔡毅表
示 ， 2017
年特首普選
的歷史性機
遇，來之不
易。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
政府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已展開一個月，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昨日提出政改方案，
建議提名委員會提名階段，採取「一人
三票」方式，提名兩至三名特首候選人。
該會理事長蔡毅表示，2017年特首普選
的歷史性機遇，來之不易，倘反對派令
市民的普選權「從有變無」，「大家都
會心有不甘，難以接受。」

來負面影響。她呼籲市民積極發聲，並促請反

她又指，中央任命特首的權力是實質的，提委會的設計
可確保特首候選人符合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的原
則，以免出現中央一旦不任命而產生的憲制危機。
被問到提委會如何提名出不同政治光譜的候選人，林鄭
月娥強調，任何選舉方案都不是為了保證不同政治光譜的
人可被提名和「出閘」，不論是建制派、反對派還是激進
派，又指提委會仍未成立，不能斷言一定是由某個派別的
人士控制，以進行所謂「篩選」，強調特區政府的工作是
要令選舉公平、公正地進行。

港島各界：投票權 有變無

持續內耗爭拗損經濟民生 2017「失機」影響深遠

「夠數過關」為目標。

如實向中央反映港情況
袁國強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被問到會否向中央
推銷「白票守尾門」方案，他回應說，雖然第二輪
政改諮詢仍未結束，但特區政府希望如實逐步向中
央反映香港社會情況，包括現時社會相關的討論事
項，「我們會反映現時香港正討論的各方面事情，
當然也會說（白票守尾門方案）這方面的討論。」
就梁家騮聲言「此刻會按醫學界民調否決政改

莫雪芝 攝

回顧先輩的「香港精神」，他坦言，上一代的
港人雖然生活艱苦，但卻較少埋怨，更不會凡事
靠政府，「當年的人較少話：何解政府不做這樣
那樣？何解父母不是百萬富翁？何解上學沒有私
家車接送？出發點及起步點都是：可以為自己人
生做啲咩？努力在能力範圍提高生活水平。好記
得，當年思考是否申請學費資助時，父親決定應
將資源留給更有需要的人。……生活沒有對與
錯，最重要是活得快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方案」，袁國強直言，特區政府會盡量爭取立法
會議員的支持，不會視「夠數過關」為目標，
「我們不希望過關便算。越多立法會議員的支
持，對往後的工作特別是管治，會有越正面的作
用。現時距離立法會投票還有一段時間，我相信
往後仍有其他討論，特別是政府推出修改基本法
附件一的建議後，我相信仍有其他討論空間。」
袁國強並指：「到時候民調會否有另外的情
況，令醫學界或其他界別有不同的看法呢？我相
信由現在到 6 月或 7 月，仍有時間讓政府做相關
要做的工作。當然，我們不是說時間很長。時間
是短的 ，工作是困難的 ，但我們會繼續做下
去。」

多位建制派議員駁斥反對派的政改謬誤，強調特區政府
根據基本法啟動政改五步曲，如今要求中央重啟政改是不
合情理及無需要，亦不能推翻人大決定，相反只會令香港
政改無法向前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批評，反對派揚言中央「層層
操控」普選是語無倫次，直斥反對派日日拉布及展開不合
作運動，癱瘓香港，不務正業。她又揶揄公民黨的梁家傑
稱「否決方案，留得青山在，好過跌落萬丈深淵」，但實
情是政改不通過，反對派天天喊普選，「留得青山在，有
排你撈」，香港人就跌落萬丈深淵。

梁君彥：人大決定非「細路仔玩泥沙」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反對撤銷「8．31」決定，強調世上
沒有單一的民主選舉制度，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區，政制
發展必須根據人大決定和香港基本法，不可一蹴而就。撤
銷「8．31」決定重啟政改，對香港長遠發展百害而無一
利，人大的決定是香港依法推進政改的重要根據，不能如同「玩泥
沙」，說撤回就撤回。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亦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女性爭取權利為例，
指出當時女性即使獲投票權，亦並非絕對平等，她不明白提委會尚
未產生，反對派就斷定提委會不會按市民意願提名特首候選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在總結發言時指，人大宣布「8．
31」決定後，特區政府明白社會對政制發展及人大決定有不同意
見，但政制發展必須建基於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現在已走到五步曲
中關鍵的第三步，希望議員不要放棄任何促成普選的機會。

劉江華籲務實討論勿虛耗光陰
他又指，特區政府樂見部分有心人努力在人大框架下尋求最大可
行空間，落實普選，政府亦會努力至最後一刻，呼籲議員務實討
論，支持政制發展，不要虛耗光陰。最後，議案在 24 票贊成及 35 票
反對下被否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