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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市民不贊成反對派杯葛諮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改民意關注組昨日公布委託嶺南大學進行的一項最新民
調指出，雖然有近八成反對派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否決政改方案，但若當局將提名特首的
提名委員會選舉辦法，以個人票取代原有的團體票和公司票，原本反對方案的反對派受訪
者中，約有五成會改為支持方案。有六成一的受訪者表示不贊成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杯葛第
二輪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兩成七表示贊成。此外，建制派和反對派受訪者分別有
62.5%及 63.2%認為，立法會議員有關政改立場的投票結果，一旦違反他們意願時，明年
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不再投票予有關議員。
改民意關注組昨日召開記者會，公布在「佔
政領」行動結束後委託嶺大進行的第四次政改民

調。民調以隨機抽樣方式，於上月 26 日至本月 1 日
以電話成功訪問了 1,004 名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
性居民。
結果顯示，整體而言，贊成通過方案的受訪者比率
為 49.5%，較去年 9 月第三次同類調查下跌了 3.8 個百
分點；寧不通過的比率有 38.1%，與上次相若。其
中，自稱建制派的受訪者，有 87.2%表示「希望通
過」，與上次相若；不過，自稱反對派的受訪者中，
則有 76.8%認為立法會應否決方案，較上次調查的
66.5%增加10.3個百分點，和過去3次調查相比更逐次
遞增，反映反對派的受訪支持者，越來越反對立法會
通過政改方案。
此外，有六成一的受訪者表示不贊成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杯葛第二輪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兩成七
表示贊成。
不過，調查進一步問及 3 個坊間提過的讓步方案，
發現反對派受訪者有可能改變強硬意向。調查指出，
如政改方案「取消提委會的團體票和公司票，只容許
以個人票選出提委會委員」，在原本表示立法會應否
決政改方案的反對派受訪者中，有 49.4%會改為支持
通過方案；若加入俗稱「白票守尾門」的建議，有
37.4%會改為支持；如人大常委會承諾 2017 年後可改

善特首選舉辦法，仍有 25.5%會改為支持。調查顯
示，三個讓步方案中，以個人票取代團體票公司票選
舉提委會委員，對反對派支持者較有吸引力。負責調
查的嶺大學者分析，若當局願意加入該三項建議，原
聲稱反對方案的反對派受訪者，起碼有六成以上會改
為支持通過方案。
調查結果又顯示，若政改方案不獲通過，有 65.3%
的建制派受訪者認為，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將沿用以
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有 65.9%的反對派受訪者則
以為，政改方案被否決，特區政府可「重啟政改五步
曲」，有利爭取更「民主」的方案。此外，建制派和
反對派受訪者分別有 62.5%及 63.2%認為，立法會議
員有關政改立場的投票結果，一旦違反他們意願時，
明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不再投票予有關議員。

施永青：反對派支持者非「鐵板一塊」
關注組成員、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指出，反對派
支持者並非「鐵板一塊」，可塑性相當高，如當局願
意讓步，可能會有突破。他建議當局的游說工作，不
應只放在反對派議員身上，更應把重點放到市民身
上，尋求突破。
另一名關注組成員、公開大學教育及語文學院院長
張國華認為，結果雖反映「佔領」行動後，部分市民
對政改的立場更堅決，但仍有討論空間。

■ 政改民意關注組公布
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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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民意關注組民調數據
1. 縱使政改方案對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設置限制，仍然願意立法會通
過有關方案？
分類

全部受訪者 建制派受訪者

反對派受訪者

中間受訪者

不願意通過

38.1％

6.1％

76.8％

28.8％

希望通過

49.5％

87.2％

15.0％

55.2％

兩者都不贊成

4.8％

1.9％

4.4％

6.5％

不知道/無意見

7.0％

3.7％

3.2％

9.0％

不願回答

0.7％

1.1％

0.5％

0.5％

2. 立法會議員對於政改方案的投票傾向，會否影響下一次立法會選舉
中，是否再投票給他？
分類

全部受訪者 建制派受訪者

反對派受訪者

中間受訪者

會

57.6％

62.5％

63.2％

53.4％

不會

30.6％

28.3％

28.2％

32.3％

不知道

7.1％

4.9％

4.2％

9.9％

不願回答

0.8％

1.0％

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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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香港廣西社團總會上
周六起一連 4 日於青衣、美孚、中環、銅鑼灣、荔枝
角、南昌及深水埗等地區派發政改宣傳單張，單是周六
日已派出兩萬張，讓市民更清楚了解抓住機會實現2017
普選特首的重要性。總會會長鄧清河、常務副會長吳金
龍、副會長兼青年聯會主席鍾易民、副會長兼義工團團
長蕭木龍昨日親到美孚地鐵站支持行動。

鄧清河：機不可失 市民應抓住
鄧清河呼籲市民，2017 香港 500 萬市民一人一票選特
首，機不可失， 市民應該抓住機會，根據候選人在才
能、性格、施政理念以及出身等不同情況，由香港市民
通過一人一票普選出香港人最認同的特首，並循序漸
進，不斷優化選舉制度。
被問到今次政改方案能否通過，他表示，要看反對派
能否轉變思維，接受現時的選舉方案。他強調，特首人
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並且要很熱愛香港，很了解香
港，是香港人認同的特首，才能夠有效施政，維持香港
在旅遊、物流運輸、金融、地產等各個領域的持續性穩
定發展。

籲市民積極發聲向反對派施壓
鄧清河續說，現在好多年輕人上街，其實是對香港目
前的房屋政策、醫療政策及學校政策等有自己的意見，
有怨氣，所以特首候選人一定是要熟悉香港，針對香港
現時的社會、民生問題有效施政。他續指，所有事情都
需要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要解決社會問題，首先要通
過一人一票的普選，選出香港人最認同的特首，才能進
一步解決問題。而普選方案的通過則需要廣大市民的積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及會員在美孚港鐵站派發政改宣傳單張。
極發聲，向反對派施壓，讓反對派聽到真正的民意。
吳金龍則認為，反對派的想法有問題。他指出，現時
對香港市民來說，能否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才是最重
要的大方向，作為香港市民，大家應該追隨信念，首先
實現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票去選特首，之後才去考慮循

大聯盟街站拜早年

■荃灣區「保和平 保普選」大聯盟的街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荃灣區「保和平 保普選」大聯盟響應「保
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撐政改」宣傳行動，昨日於荃灣多區開設 10 個街站
派發宣傳單張和「2017 機不可失」及「福」字揮春，呼籲荃灣街坊在 3 月 7 日
政改方案第二輪諮詢期完結前，把握機會向特區政府表達在 2017 年有普選的
願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恒鑌，荃灣區「保和平 保普選」大聯盟發起人陳耀星主席及多位聯盟成員參
與活動，並向市民拜早年，巿民反應熱烈。

劉國權 攝

序漸進的改革，再去進步。
據悉，派發宣傳活動 8 個站點每日最少有 5 人進行派
發，市民反應踴躍。香港廣西社團副會長馬大炘，常務
理事陳威聲、陳宜、趙財龍，秘書長羅志超等亦到場支
持。

梁美芬促施壓 令反對派回心轉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昨早響應「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的
「香港要普選」宣傳行
動，在紅磡擺設街站向大
眾市民派發政改宣傳單
張。梁美芬表示，香港政
改已踏入非常關鍵的時
刻，希望此時能凝聚民意
共識，給反對派議員予壓
力，令他們能及時回心轉 ■梁美芬在紅磡擺設街站，向市民派發政改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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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支持政改。
贏取民心。」她表示，特區政府若以大部
籲民勿沉默 站出來發聲
分市民的利益着想，就應該主動爭取市民
梁美芬續說，香港有很多市民都希望政 支持，向市民講述政改，不要被反對派妖
制能夠向前發展，故認為市民不應再做沉 魔化。
梁美芬認為，特區政府不需被反對派所
默大多數，而是要站出來發聲，把聲音向
立法會議員表達，又認為立法會議員是由 講的真假普選拖後腿，因為反對派根本就
市民選出來，理應代表民意的，期望反對 不希望政改能通過。她期望，社會在這兩
個月的第二輪諮詢期內，不要再討論真假
派議員不要再說那些漠視民意的說話。
她又稱，早前曾寄語特區政府十六個 普選，而是聚焦討論如何優化整個選舉方
字：「理直氣壯，以進為退，主動出擊， 法，提高未來特首的認受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晨、鄭治
祖）政改民意關注組最新一份民調顯
示，有一半受訪者支持通過政改方
案，但支持否決方案的自稱反對派受
訪者增加一成。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昨
日認為，反對派一直聲言否決方案，
既影響其支持者的判斷，負面訊息也
令市民感到心灰意冷。民主黨主席劉
慧卿聲稱，市民只是對政改未夠了
解，並謂該黨會堅持否決符合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的方案。
譚耀宗昨日出席一活動時指，民調
結果反映反對派不斷地對方案作負面
回應，並聲言會否決方案，影響他們
支持者的判斷，也令市民感到心灰意
冷。譚耀宗又說，若反對派議員繼續
將自己和反對的聲音互相捆綁，只會
讓自己更難作決定，對解決政改爭拗
沒有好處。

政制非靜止
可因應社會發展優化

他希望未來大家能夠一起努力，支
持 2017 年普選特首，因這對香港民
主政制發展而言是前進了一大步，並
強調政制的事情不是靜止的，會因應
社會的發展而優化和調整，所以
2017 年的普選方案不是「終局」方
案。
劉慧卿昨日回應民調時聲稱，特區政府用
了很多錢賣很多廣告，「很片面地說只是要
有得投票，但沒有跟市民說原來投票的候選
人是中央欽點了才可以選的。」被問到民主
黨會否參考調查結果，劉慧卿就斷言說
「不」。

專家憂政爭蠶食港競爭力

廣西社總撐政改 兩日派二萬單張

譚耀宗：否決方案令市民心灰

議員政改投票逆民意 明年立會選舉要
「償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特
區政府經濟顧問、港大經濟金融學院名
譽高級研究員郭國全昨日表示，香港經
濟表現不俗，值得港人珍惜，然而，如
再糾纏政治爭拗錯失發展良機，任由政
爭蠶食競爭優勢，情況便值得港人憂
慮。他強調，內地市場對香港經濟發展
舉足輕重，港人不應盲目排斥內地人，
反應思考如何在配套發展方面急起直
追，把握好香港與內地融合的新形勢。
郭國全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
雖然有人不滿意香港經濟增長率長期徘
徊在 3%左右，但是，香港失業率長期
維持約 3%，就業環境比許多歐洲國家
和地區更好，面對土地供應緩慢的問
題，香港能有今天的經濟表現已不算
差。
特區政府目前面對反對派在立法會內
拉布和各種街頭激進行動窒礙施政，郭
國全認為，長遠而言，香港的政治爭拗
會令香港原應做的事情做不到，惟有繼
續「食老本」。雖然「老本」還能支撐
香港一段長時間，但是應做的事而不去
做，在基建和法例上不能為香港的長遠
發展做配套，漸漸便會蠶食香港未來的
競爭條件，值得港人憂慮。

農業取代內地客消費推經濟不實際
目前有人主張發展香港農業「自給自足」，郭
國全特別指出，農業始終佔本港 GDP 很少比例，
一些人主張發展農業以取代內地人來港消費、推
動香港經濟的想法不切實際。他分析指，香港經
濟增長有限，目前主要靠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支撐
發展。香港銀行和金融業界正利用香港優勢，協
助內地公司按照國際認可的程序在港上市，與國
際接軌，這同時吸引國際投資者去投資這些在香
港上市內地公司的股票，這既可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亦有利港人就業。內地市場
對香港的好處，如包括製造和物流等方面的經濟
交往會更可觀。
郭國全強調，內地對香港經濟發展很重要，港
人更應思考如何把握內地為香港帶來的機遇，特
別是內地民眾生活近十多年已有很大改善，港人
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盲目排斥內地同胞，
甚至輕信個別傳媒有關內地的片面報道。
至於一些人埋怨過多內地人來港影響生活，郭
國全不同意，認為香港房屋供應不足、人口擠
迫，涉及過去沙士、金融風暴以致樓價暴跌等情
況，令香港發展放慢腳步，導致如物品供應、基
建、土地房屋等發展跟不上新形勢。他直指，香
港連本地人的需求都未能完全滿足，遑論外來人
士。

不應有排外情緒 宜及早規劃拓商場
郭國全又表示，港人不應有排外情緒，反而應
檢討為何導致針對內地人的生意只集中在某幾
區，而不是及早規劃，開拓商場，疏導人流。他
又指，年輕人沒有包袱，在香港經濟轉型期有優
勢，面對內地要有國際視野，擴闊對內地的認
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