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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反對派否決普選 恐失議席
響應大聯盟倡議擺街站 凝聚民意通過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區政府第二輪政改諮詢尚餘
不足一個月（3 月 7 日結束），「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宣
傳活動，希望表達「保普選」的訴求。多個政黨及團體昨日繼
續響應大聯盟呼籲，在全港多區派發政改單張，凝聚希望政改
通過的民意，令目前仍堅持反對方案的反對派回心轉意。民建
聯認為，支持政改通過的民意一直增長，當多達七成市民支持
政改向前走時，反對派議員就要認真考慮目前的取態，否則隨
時下屆議席不保。
聯昨日在柴灣向市民派發
民建「保普選
反佔中」印製的單

張，主席譚耀宗、立法會黨團召集
人葉國謙及多名東區區議員等講解
通過政改方案的重要性，並派揮春
與市民預祝新歲。不少市民接過單
張及揮春，更有人希望民建聯「企
硬」支持方案，並游說反對派議員
回心轉意投下贊成票。

譚耀宗：普選落實得到就是真
譚耀宗表示，柴灣是港島區較多
人居住的地方，是次在該區加強宣
傳，希望令更多人明白通過方案對
香港的好處，從而支持 2017 年實現
特首普選。他又呼籲市民不要受反
對派的「真普選」口號影響而改變
想法，「普選無真假之分，落實得
到嘅普選就係真，落實唔到講乜都
無用。」

葉國謙：支持通過者一直增加

林鄭：從無低估政改難度

葉國謙指出，是次接觸的市民反應
正面，都希望於 2017 年實現特首普
選，並認為支持通過普選的民意一直
增長，因為當市民知道自己的投票權
隨時被人剝奪時，就會有強烈反彈。
他續說，當多達七成民意支持方案通
過時，反對派議員就要認真考慮是否
堅持反對方案，否則隨時會於下次選
舉被趕下台。
不過，他目前對方案通過並不樂
觀，因反對派至今仍是不負責任，
而政改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2017
年普選特首機會當前，反對派沒有
理由用各種藉口、理由去阻礙走下
一步：「佢哋撫心自問，對得住香
港市民嗎？」他又說，是次接觸的

市民對反對派「鬧得好犀利」，甚
至有人用一些「次文化語言」去批
評他們的行徑。

龔栢祥：柴灣較多人支持政改
東區區議會副主席龔栢祥認為，當
區議員的地區工作做得好時，自然會
較易向居民宣傳政治理念，而柴灣區
的居民較多支持通過政改，或多或少
與建制派於該區的區議員數目佔優、
地區工作較扎實有關。
他指出，民建聯一向客氣，不會
指名道姓要攻擊哪個政黨及派別，
但自己聽到不少居民說要用選票踢
走反對派，而反對派政黨如公民黨
到該區搞活動時，也遭到部分居民
指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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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港保海蒐簽名挺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衛
香港運動和保健海流協進會昨日響應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呼籲，在
堅尼地城港鐵站外設置「齊心踏上普
選路」簽名街站，呼籲市民支持政府
的政改方案。有市民表示，政府早已
表明今次方案並非終極，未來亦可就
方案作檢討和改善，支持香港循序漸
進發展民主。
保衛香港運動和保健海流協進會響
應「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呼籲，
昨日在堅尼地城港鐵站外設置「齊心
踏上普選路」簽名街站。在場約30名
義工高舉「落實政改框架，邁向和平
■保衛香港運動和保健海流協進會在堅尼地城港鐵站外設置「齊
普選」、「支持政府推動一人一票普
心踏上普選路」簽名街站。

選」等標語，向市民派發單張，街站
亦同時播放政改諮詢的宣傳片，介紹
政府正進行的政改諮詢內容，並呼籲
支持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街站又讓市民簽名表達香港早日落
實普選行政長官，並提供選民登記表
格，讓尚未登記成為選民的市民，即
場填寫資料，以於日後可行使投票的
權利。
家庭主婦梁女士表示，希望早日落
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她表示，
政府早已表明，今次的政改方案並非
終極方案，未來亦可就方案作檢討和
改善方案，支持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民
主。

指建制派需有新思維
市民古先生表示，現時在香港生活
也不算差，但反對派卻一直「搞出五

「護港」
「和聲」
擺街站撐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愛國愛港團
體守護香港及和諧之聲昨日在北角擺設街
站，呼籲支持 2017 年普選特首的政改方案，
並解釋通過方案對香港的重要性。不少市民
都收取單張，以了解目前諮詢的細節。守護
香港發言人劉可澄強調，政制發展不可能一
步到位，希望反對派可以為香港大局着想，
支持通過方案，讓香港民主踏出一大步。
上述兩團體昨午在北角港鐵站外擺街站，派
發政改單張，並播放有關政改的短片，讓市民
了解這個普選機會的細節。另外，他們亦協助

市民登記做選民，希望他們參與政治為自己發
聲，將破壞議會工作的反對派踢出議會。
兩團體在派發的宣傳單張上，比較了目前
由選舉委員會選出特首，與在 2017 年普羅選
民可以一人一票選出特首的分別；亦闡明了
這個政改方案的要點，包括依法落實普選、
市民獲得特首選舉權、特首將具廣泛代表
性，以及政改令制度更民主、更進步等。

不少市民了解修改空間
不少市民都向街站義工索取單張，亦有人

花八門」，實在是「垃圾」。他熱切
希望香港可如期實現一人一票選特
首。
保健海流協進會秘書長陳春成表
示，建制派過往一直都較為沉默，但
正因反對派人士去年發動「佔領」行
動，建制派的確需要有新思維，踴躍
走出來表達愛國愛港的聲音，「反對
派常說自己是代表香港人，但我們也
是正表達為數不少港人的意見。」
保衛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指出，
今次已是第四次舉辦類似街站，以讓
港人表達支持政改方案的意見，並希
望更多支持政府的市民登記做選民，
在日後選舉上「踢走」反對派。他們
在過往 3 次已派發約 400 份選民登記
表格，並收妥 150 份表格。每次街站
都收到 500 個至 600 個支持政改的簽
名，簽名數目至少達2,000個。

向義工進一步了解特區政府提出的諮詢方
案，以及可修改的空間。不少市民表示，支
持 2017 年普選特首，並簽名表達意見。部分
人亦表明不滿目前立法會議員表現欠理想，
希望在下屆立法會選舉投票，合力將玩拉
布、破壞議會秩序的反對派踢出議會。
劉可澄強調，目前的政改框架已可令民主進
程踏出一大步，若不踏出這一步，怎能期望在
將來再按實際情況改良。她續說：「有些人很
固執，但我很希望見到香港能踏出這一步。反
對派是想『未學行先學走』，他們的叫價太
高。其實比較外國的民主發展進程，香港已很
快，但不能過急，更何況不少民主國家並沒有
『一人一票』，也沒有『公民提名』。」

市民心聲：選特首拒做觀眾

■林鄭月娥強調，2017 年普選方案並非終極方案。圖為她昨日出席
中總「老友賀年喜羊羊」活動，向長者派利是。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香港政改雖然已轉入「大直路」，但反
對派卻表明會投下反對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今次政改工
作異常艱巨，自己從來沒有低估工作的難度，早已說過會堅持到最後一
刻，未來一個月會做好公眾諮詢，向市民解釋，按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框架制定的方案並非終極方案，日後仍有優化及完善的空間。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中華總商會「老友賀年喜羊羊」活動後，被問
及政改關注組的民調顯示反對和支持政改方案的民意分歧更加嚴重
時表示，今次政改工作異常艱巨，先是有持續 79 日的違法「佔領」
行動，立法會內又有議員採取「不合作運動」，所以她從來沒有低
估政改工作的難度。
她指出，在未來一個月會繼續做好政改公眾諮詢的工作，之後會籌
備將政改方案提交予立法會進行表決，到時會盡量做爭取民意和爭取
立法會議員支持的工作。

重申「2017 方案」非終極

林鄭月娥重申，按照人大8．31決定框架去做的政改方案不是終極
方案，在具體方案完成後，仍有優化和改善的空間。今次政改牽涉
的是讓全港 500 萬合資格選民能在 2017 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
官，這是香港民主發展的一大進步，相對由一個 1,200 人的選舉委員
會選出行政長官，相信絕大部分市民樂見普選特首，這是不容錯失
的機會。
至於如何看待反對派支持者支持「袋住先」比率減少了 10 個百分
點，她說將尊重市民的意見，以及繼續去做爭取民意的工作。

■沈先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連嘉妮、鄭治祖、陳庭
佳）越來越多香港市民認為 2017 年普選特首機不可失。
昨日多個「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聯署團體派發單
張，向市民宣傳政改方案通過對香港如何重要。有曾經
支持反對派的市民批評，反對派阻礙方案通過不知所
謂，應先讓方案通過再作改善。另有市民對一直只能觀
看特首選舉的電視直播感到「無癮」，認為反對派不要
再讓市民於選舉中當觀眾。

支持先通過後改進
巴士司機沈先生支持政改方案通過，並認為政改不能
急，應該先通過方案容後再改進，而一步到位肯定不合
適。他表示自己曾經也支持過反對派，但現在發現他們
的行為簡直不知所謂，希望他們不要再傷害香港，應該
要對方案投下贊成票。
保險界朱女士希望市民可以在 2017 年可以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不希望這個權利會在手中流失，又說：「中央
政府的確有決定權，這樣急速地達至最終目標，其實跟
『佔領』一樣，是不現實的。其實在 2017 年先走一步，
■張先生
讓中央看到情況，然後建立對港人的信心，這樣才是正
確的做法。永遠對着幹跟本沒有意思。」
運輸界張先生說，政改就如學車一樣，都是先學私家
車或輕型貨車，然後才學習駕駛更大、更重型的車，就
是因為要累積經驗。他直言自己已 50 多歲，今次有機會
一定要把握到底，「我很不想那批『泛民』破壞我們原
本可以投票選特首的機會，希望他們會回心轉意。縱使
好的、不好的，也是自己選擇。」
■李女士
退休人士張先生表示，自己做了選民那麼多年，都未
連嘉妮、黃偉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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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試過普選特首，現在有給予 500 萬名選民普選特首的
機會，「點會唔係真普選？」他直言世界所有國家的選
舉都有篩選，故反對派的「真普選，無篩選」主張不切
實際，又認為反對派應聽取全港市民的意見，而不是只
聽支持者的意見。
市民江先生指出，時代是要進步的，身邊不少朋友均
不希望反對派再阻礙政改向前走，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是不能改變的，「真正的民主就是每人一票選出
來」，反對派應以市民心聲為依歸，通過政改方案。
退休人士李女士直言，雖然自己不會在選舉中投票給
反對派，但如果他們堅持反對政改方案的話，只會令他
們的議席大減。她對方案通過感到樂觀，因希望盡快普
選特首的民意始終屬於多數，議員不得不重視。

促反對派改變初衷
「最衰都係『泛民』！」會計界林先生指，過往只能在家
中觀看特首選舉的電視直播，已經大感「無癮」，若政改方
案被否決，2017年也只能與電視機為伴。不過，他認為越來
越多市民支持方案通過，反對派仍然有機會改變初衷。
文員鄭小姐認為，若香港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便
可讓特區政府變得更民主和公開。她不支持反對派的
「佔領」行動，認為行動旨在阻街，又直斥拉布浪費公
帑，同時又阻礙特區政府的政策實行，促請反對派議員
停止此等行為。
保險業陳太兩年前隨港人丈夫從內地來港定居。她慨嘆現
時不論特區政府是對是錯，都有人反對，令政策沒那麼順利
做到。她說，任何事情總沒可能得到百分百的支持，但不斷
爭拗也沒有結果，社會也不能進步，應透過協調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