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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港政改有憲制責任
批反對派若不接受事實則如「雞同鴨講」駁「排除異己論」無根據

逾半市民反對杯葛次輪諮詢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離島區議會會議，聽取區議會對普
選行政長官辦法的意見。 她致辭時表示，政制問

題要在行前一大步和原地踏步中作抉擇，政府會繼續爭
取立法會議員支持，相信議員是重視區議會及大眾意
見，並透露政府爭取在暑假休會前將決議案提交立法會
表決。

周浩鼎：反對派勿剝奪市民普選權
多名區議員表明支持依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民建

聯議員、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表示，支持按照香港基
本法及人大決定落實政改，認為由500萬選民一人一票
選出特首是大進步，「原地踏步不是正路」，並呼籲反
對派勿剝奪市民的普選權利。

周轉香：循序漸進實現港人普選夢
民建聯議員周轉香則指，政改發展不能一蹴而就，而

是要按照法律循序漸進發展，實現港人多年來的普選夢
想。
不過，公民黨議員余俊翔聲言，任何在「8．31」決定
基礎上的政改方案，定必是「排除異己」的「假普
選」，公民黨一定不會接受「袋住先」，其黨友容詠嫦
更狂言「8．31」決定違反香港基本法。
林鄭月娥回應時反駁指，現時的政改分歧在於是否接
受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有憲制責任，「如果大家
不接受這麼根本的事實，我們都無從開始討論，有點
『雞同鴨講』」。她強調，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是由

中央賦予，中央對政改及委任特首有最終和實質決定
權。
對於人大「8．31」決定被指控為「排除異己」，林鄭
月娥批評有關說法「無基礎」，強調選舉制度並非為某
種政見的人「度身訂做」，又指人大決定有法律約束
力、必要性，令社會知道特首選舉辦法有哪些地方可以
修改。她表示，政府希望選舉有競爭性及透明度，包括
建議降低「入閘」門檻、設推薦上限，及在提名階段提
供平台讓參選人發表政綱。

鄧家彪：反對派應與中央建互信
工聯會議員鄧家彪認為，反對派應與中央建立互信，

「一國兩制」才得以走下去，詢問特區政府能否安排立
法會議員與中央官員會面。
林鄭月娥說，一直有私底下接觸部分反對派議員，有

人向她表示有意願與中央官員接觸，特區政府願意跟進
及反映，但認為他們應展示誠意，如果會面的目的是爭
取推翻「8．31」決定或重啟「政改五步曲」，則意義不
大。
她強調，中央和特區政府的溝通大門一直打開，但必
須建基於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之上，否則不能滿足反
對派的會面要求。她又說，希望餘下三星期的諮詢時
間，能夠多聽具體建議，而非流於口號式的意見。
區議員翁志明其後提出支持特區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

及人大決定，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動議，最終以19票
贊成、2票反對下獲大比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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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日開始「放風」，希望有機會與中央官員會面討論

政改。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強調，會面必須建基於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倘反對派欲透過會面爭取「撤回人大決定」或重啟「政改五步曲」，意義不大。她

指，現時的政改分歧在於到底是否接受中央有憲制責任，若反對派不接受這個事實，則等於

「雞同鴨講」。對於反對派指控人大決定是「排除異己」，她批評有關說法毫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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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一個月，
反對派一味杯葛，並聲言會否決根據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制定的政改
方案。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
事委員會副主任盧文端昨日表示，香港
政制要踏前一步，不可原地踏步，促請
反對派盡快加入討論政改議題，勿令全
港500萬選民失去普選權利。
盧文端昨日接受now TV訪問時表示，
中央對香港實行普選，提出「三個堅定
不移」，包括中央有誠意落實普選特
首、普選安排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8
．31」決定，以及特首必須符合愛國愛
港要求。

原地踏步對港無好處
他表示，香港政制要踏前一步，促請

反對派盡快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加入
討論政改，利用餘下三星期的時間表達
意見，尋求共識，令全港500萬選民可於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他認為，原
地踏步對香港沒有好處，擔心政改爭拗
令香港持續內耗，影響經濟民生發展。

應研究基本法23條立法問題
對於有港區人大代表建議，香港引入

內地《國家安全法》。盧文端認為，香
港被指受外國勢力干預，引入國安法的
想法可以理解，但考慮到社會存在爭
議，個人不認同引入做法，反而應研究
基本法23條立法的問題。

陳永棋籲先接受再優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條文體現特

首須「愛國愛港」的要求。有全國政協常委和港區
人大代表明言，若日後成為提名特首「出閘」的提
名委員會委員，必定堅守特首須「愛國愛港」的要
求，因為與中央對抗的人根本不能勝任特首一職。
全國政協委員陳永棋昨日提到，提委不但考慮民

意，亦會考慮參選人是否「愛國愛港」，或會否與中
央對抗。他批評，反對派行為不理性，會拖慢香港民
主步伐。他坦言，對通過政改感非常悲觀，強調要先
接受「8．31」人大決定的方案，才有優化空間。

黃友嘉：與中央對抗者不勝任特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同樣指出，他日若有機

會擔任提委，除考慮參選人的民意認受性，亦會考
慮是否「愛國愛港」。若參選人與中央對抗，將不
能勝任特首一職，他不會提名有關人士。對於會否
提名反對派「出閘」，黃友嘉直言，反對派欠缺出
任特首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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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正進行第二輪政改諮詢，多個公務
員團體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具憲法地位，香港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
及人大「8．31」決定落實特首普選屬應有之義，而普選出來的特首具認受
性，將有利於政府施政。他們又強調，「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普遍市民的願
望，擔心一旦無法落實會惹起市民更大反響。
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昨日偕同多個公務員工會，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會面，表達對普選特首辦法的意見。同學會主席蘇平治、理事劉
玉輝、歐陽振傑，公務員總工會主席蕭永基，政府人員協會主席孫名峯及政
府人員協會公關主任郭挽寧等均有出席。

特首具認受性有利施政
劉玉輝認為，公務員一向恪守政治中立，但對於政府既定的政策和法律應

予以支持。他強調，按照基本法及人大「8．31」決定屬應有之義，落實普選
未必能解決所有政治和社會問題，但「至少參與者由1,200人擴大至500萬
人」，普選出來的特首也具認受性，有利於政府施政。他亦相信，「一人一
票」選特首是普遍市民的願望，擔心一旦最終無法落實，會惹起市民更大的
反響。

倡增公僕公營機構僱員界別
關於2017特首選舉辦法方面，同學會建議，提名委員會應按照現行選舉委員
會4大界別及38個界別分組的基礎上組成，但在有足夠支持的前提下，可加入
公務員或公營機構僱員界別等新界別分組，並適度調整選民基礎，以增加提委
會的代表性。有代表解釋，將公務員加入界別分組，有助增加公務員對政府的
支持度，同時可提升整體公務員的認受性，在執行職務時更為暢順。
至於提委會提名特首候選人的程序方面，同學會建議分開「委員推薦」及

「委員會提名」兩個階段，在「委員推薦」階段中，可降低「門檻」至100
人。在「委員會提名」方面，應先透過全體會議方式進行提名，並讓參選人
向全體委員和市民解釋理念與政綱，增加透明度。此外，特首候選人數目應
介乎2至3人，而且須得到過半數提名委員支持，並應設特別程序，以處理所
有候選人皆不獲過半數提委會支持的情況。
同學會亦倡議，普選特首時應採用「兩輪投票制」，若所有候選人在首輪

投票中未能獲得過半數有效票，則由獲票最高兩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
並由獲票最高者當選。特首任期方面，應維持5年的任期，但應修改現行《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以處理勝出的特首不獲中央政府任命的情況，及容許特
首與其他問責官員可有政黨背景。

民生議題泛政治化 反對派挨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
對派在議會中發動「不合作運動」，除了
令香港市民怨聲載道外，不少經常與反對
派議員「交手」的公務員，也狠批反對派
將民生議題泛政治化，對整個公務員團隊
衍生不少問題，包括因應付他們反反覆
覆、無關痛癢的提問而工作量暴增，更悲
哀是大家緊守崗位卻徒勞無功，長遠來說
定必打擊整個團體的士氣。

政策不通過 工作量增幾倍
反對派發動「拉布」及「不合作運

動」，令早前財委會通過公務員加薪議案
亦「危危乎」。有公務員坦言，「最擔心的
問題並非加薪與否」，反而是反對派在議會
進行「不合作運動」衍生出很多問題，令人
困擾，其中以政策為甚，「有好多意欲推
出的政策都無法通過」。他更指出，許多

負責有關議題的公務員都感到無奈，並指
「永遠都因為少少事而無法將該項政策推
出」，政策無法通過後，「又要重新再做
多次」，使公務員工作量大增幾倍。
該公務員續指，民生議題一向皆容易通

過，惟現時民生議題皆泛政治化，議員不
斷提出各種質詢和提問，而負責有關議題
的公務員就更為頭痛，「他們需要做到好
仔細，應付各種層出不窮的問題，文件做
足，質素要做得好好，回應議員問題又要
答得暢順。」惟他嘆道，每當公務員花上
大量時間準備大量資料後，最終相關議員
卻未有作相關提問，相信長遠來說會嚴重
打擊公務員的士氣。
該人士亦擔心，如今多項政策被拖延，
一旦政府將來宣布向公務員加薪，便很自
然遭市民指罵，「市民最直接、表面看到
他們好像什麼也無做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論壇
一項最新調查發現，逾五成受訪者支持
以「8．31」人大決定落實普選，反對杯
葛政改第二輪諮詢，更不相信否決政改
方案有利爭取更多民主空間。特別是中
間派受訪者同樣有逾五成不同意以抗爭
方式爭取普選，激烈行動亦不會令中央
讓步，反對派拉倒普選的行動不會獲多
數中間派支持。新論壇呼籲反對派正視
主流民意，與各界謀取政改共識，否則
只會蹉跎普選歲月。
新論壇於本月6日至13日，以電話隨

機抽樣方式，成功訪問了1,100多名市
民，以了解他們對政改第二階段諮詢的
意見。調查發現，各有52%受訪者支持
按照「8．31」人大決定落實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及反對反對派議員杯葛正在進
行的第二輪政改諮詢。
調查又發現，逾半數受訪者不相信否

決今次政改方案，會有利於日後爭取一
個門檻較低的方案，對此表示樂觀的受

訪者則只有兩成多。此外，即使自稱為
反對派的受訪支持者，也有逾四成認
為，否決方案的結果並非一面倒樂觀。

多數人不認同抗爭方式爭普選
另一方面，調查指過半數受訪者認

為，爭取民主的熱情沒有減退。如再以
政治傾向分析，有72%反對派支持者聲
稱類似「佔領」的行動可以接受，建制
派及中間派則分別有77%及45%表示不
接受。另有逾半受訪者認同，以抗爭方
式迫使中央讓步不可行，反映大多數受
訪者不認同以抗爭方式爭取普選有用。
新論壇認為，民意在政改問題上起關

鍵作用，一群沒有明確政治傾向的中間
派，是不同黨派的主要爭取對象。調查
提到，54%受訪中間派支持政改方案，
55%受訪中間派反對反對派杯葛諮詢，
57%的受訪中間派不同意激烈的抗爭行
動，也有56%中間派認同以抗爭方式爭
取中央讓步並不可行，說明多數中間派

不同意反對派的政改論述和行動。

新論壇籲議員尊重主流民意
新論壇進一步指出，社會在「佔領」

行動後日益分化，不論民意或事實均說
明，以抗爭方式爭取普選難以發揮正面
作用。縱使部分市民對「8．31」人大決
定存在不滿情緒，然而，否決政改方案
只會浪費5年的時間，不可能帶來更大
進步。新論壇呼籲，社會各界和立法會
議員放下歧見、回歸理性，尊重主流民
意，從社會整體出發，推動社會就2017
年政改方案進行有建設性的討論，努力
凝聚共識，避免社會長期內耗。

■譚志源(中)與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政府人員協會和香港公務員總工會的代表會
面，並與他們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交流。

公僕撐依法落實普選：屬應有之義

■新論壇公布調查結果。

■■盧文端盧文端（（右右))接受李鵬飛訪問接受李鵬飛訪問。。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林鄭月娥（中）出席離島區
議會會議，聽取區議員對《行
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的
意見。

曾慶威 攝

◀離島區議會昨日以大比數通過
支持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的動
議。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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