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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朗 民 2015年3月11日（星期三）

反對派要脅扼殺普選 「民主派」實為「民誅派」
很明顯，反對派 27 名議員，已經關閉了對話大門，把話說死了，他們不再留下任何轉圜
餘地。既然如此，他們所謂願意和中央繼續對話，也不過是一場政治騷。李飛取消來港，不
讓反對派有做騷機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反對派堅決要拉倒普選，寧願要 1,200 人的選舉
委員會選舉，說明他們所謂爭取「民主」、「真普選」完全是假的，要脅聯署扼殺普選，說
明「民主派」實為「民誅派」。他們為甚麼要「誅殺」香港民主進程？原因是他們知道普選
之後，行政長官得票隨時高達兩三百萬張，數目遠遠高過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擁有更高認
受性，反對派如果繼續搞對抗，根本就沒有政治空間，所以乾脆一拍兩散。對於這些「民誅
派」議員，選民一定要用選票作出懲罰。
全體 27 名反對派議員前日發表聯署聲明，重申「否
決任何根據 8．31 決定框架制定的政改方案」。在人大
常委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將於下月初
來港與反對派議員會面前夕，反對派卻重申綑綁否決
政改，說明了他們對於對話完全沒有誠意。因此，李
飛決定取消來港。

毫無誠意溝通 志在政治勒索
造成這種局面，完全是反對派一手造成的。反對派
一直杯葛特區政府的政改諮詢。第一輪杯葛了，第二
輪諮詢他們又宣布杯葛，完全不參與討論。他們對形
勢作出了完全錯誤的估計，以為只要不斷重複說「我
們將會否決政改方案」，就可以成功進行政治勒索。
李飛 4 月來港，正是一個勒索的好機會，所以他們先聲

奪人，再度宣布會綑綁否決政改。在反對派中，公民
黨對於拉倒政改立場最為堅決，梁家傑公開說，「北
京於兩會期間關於政改的『放風』越來越硬，我哋覺
得呢個真係『袋住先』會『袋一世』。普選的行政長
官將來如果手執68萬9千票，豈不是更加橫行？」毛孟
靜更加氣焰囂張指：「民主派議員係決定咗，袋唔
落！而我哋對呢個決定，我哋 27 個人，一齊共同孭得
起！嚇我哋話如果咁樣否決咗會流失選票，我哋係相
信香港人嘅智慧。」社民連主席梁國雄更指：「以後
邊個話要轉軚，嗰個泛民主派議員不得好死」。
很明顯，反對派 27 名議員，已經關閉了對話的大
門，把話說死了，他們不再留下任何轉圜餘地。既然
如此，他們所謂願意和中央繼續對話，也不過是一場
政治騷，他們拉倒政改的立場根本就不會改變。既然

反對派已經關上大門，李飛宣布取消來港，不讓反對
派有做騷的機會，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只要反對派繼
續「拉倒政改」的立場，進行對話是沒有意義的，所
以，中央官員不會再和反對派議員對話，除非他們收
回了「轉軚民主派議員不得好死」的立場。
反對派雖然嘴巴說要爭取「真普選」，但實際上，
他們的底牌就是要建立一個和中央對抗的政府，引領
香港走向「獨立」。正因為如此，他們強調要取消人
大「8．31」決定，以此否定中央對香港政改的主導
權，否定行政長官必須遵守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所以他們提出了所謂「國際標準」，提出了「公民提
名」，把香港變成「自決」的政治實體。
在反對派企圖將香港當作政治實體的情況下，中央
強調普選一定要符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是應有之
義。這可以保證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一定遵守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不會搞「港獨」，不會和中央對抗，不
會損害國家的安全和領土完整。

以選票懲罰「民誅派」議員
反對派最近兩年來的言論、「佔中」的具體行動、
勾結外國勢力以及「台獨」勢力的罪證、大搞「去中
國化」的步驟，都說明了他們企圖改變香港的法律地
位，企圖挑戰中央對港的管治權；說明他們損害香港
繁榮穩定和罔顧國家安全的政治意圖；說明他們採取
了和境外勢力勾結，對抗憲法和基本法的具體行動。

任何民主運動都不能勾結外國
勢力，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意
味着這不是民主運動，而是引
狼入室，這是對民主的最大挑
戰和顛覆。中央強調依法治國、依法治港，自然要維
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香港的政改方案，一定
要按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軌道進行。任何主權國
家，對於選舉都有維護主權的要求和規定，對於地方
政權都有保障中央和地方關係符合憲法的規定。難道
美國會允許挑戰憲法和與外國勢力勾結的人、主張某
個州從美國獨立出去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難道英國會
允許一個主張北愛爾蘭獨立的人，擔任英國首相？
反對派堅決要拉倒普選，寧願要 1,200 人的選舉委員
會選舉，說明他們所謂爭取「民主」、「真普選」完
全是假的，要脅聯署扼殺普選，說明「民主派」實為
「民誅派」。他們為甚麼要「誅殺」香港的民主進
程？原因是他們知道普選之後，行政長官得票隨時會
高達兩三百萬張，數目遠遠高過立法會議員的得票，
行政長官擁有更高的認受性，能夠更有效地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反對派如果繼續搞對抗，根本就沒有政治
空間，所以乾脆一拍兩散。公民黨說「如果否決咗會
流失選票，一齊共同孭得起！」既然他們要與民意為
敵，對主流民意要求按照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
架落實普選採取了對抗的態度，對於這些「民誅派」
議員，選民一定要用選票作出懲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最快下月公布政改方案。「禍港四人幫」中的民主 會破壞加中關係。

陳李關鍵時刻出洋「唱衰」

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繼訪問美英「唱衰香港」後，又計劃出席加拿大國會聽證會，揚言要為香
港民主進程「作證」。據加拿大《環球郵報》報道指，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羅照輝早前致函加
拿大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要求取消請李柱銘「作證」，並對此表示強烈反對，強調香港
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及個人干涉香港事務。

香港正值普選關鍵時刻。李柱銘繼去年高調訪問美
英到兩國國會「作證」後，日前又再宣稱「獲加

拿大國會邀請」出席聽證會，聲稱要為香港民主進程
「作證」。據加拿大《環球郵報》日前報道指，羅照輝
早前致函加拿大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要求取消原定
昨日邀請李柱銘出席有關香港民主發展聽證會「作
證」，並對此表示強烈反對。

羅照輝：反對干涉中國內政
羅照輝在信中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中方堅

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及個人干涉香港事務，嚴正
要求加拿大國會不要干涉中國內政。信中並提到，鑑於
香港目前情況敏感複雜，中方希望加方不要舉行聽證
會，以免向外界發出錯誤訊息，擾亂中加關係。
加拿大在野新民主黨外交事務發言人迪尤爾揚言，以
他記憶所及，這是首次有外國政府要求外交事務委員會
取消出席聽證會的邀請。他並宣稱，是次是李柱銘「主
動」聯絡外交事務委員會表示願意出席，揚言中方不應
將聽證會視為挑釁或不友好，又稱加拿大重視對華關
係。加拿大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加中經貿關係，聽證會不

事實上，每逢本港經歷政改關鍵時刻，李柱銘及前政
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都會到外國「唱衰香港」。去年兩人
公然高調訪美，並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聲稱美國國會
「十分關心」「一國兩制」原則「逐漸被削弱」，並會
「持續監察」有關情況；隨後又宣稱獲美國副總統拜登
「順道」接見，其間更離譜「唱衰」香港回歸後「只落
實了一國兩制中的一國」。
去年 7 月，在香港政改總結報告出爐之際，兩人再
就香港政改問題出訪英國「告洋狀」，試圖引入外國
勢力向中央施壓。不過，陳李二人在英國議會外交事
務委員會舉辦的公聽會上卻大出洋相，非但「求援」
不成，更遭英國國會議員質疑，直指不認同北京對港
政策有實質改變，並揶揄兩人所謂「控訴」只屬「猜
測及詮釋」。

嶺大公投
「退聯」
挺反參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繼香港大學學生會成
功通過公投退出學聯後，嶺南大學成為第二所發動「退
聯」公投的院校。一連三日的投票昨日開始，據現場了
解，支持和反對「退聯」的學生參半，有學生指，學聯
民意授權不足難以代表八大院校學生，亦有學生稱學聯
有意改革，宜靜觀其變。校長鄭國漢回應指，學生事務
由學生自決，校方在公投一事上沒有立場。
是次公投由昨日起至 12 日，結果將於完成後一併公
布。若投票率不足，票站將額外開放多一天。昨在嶺大
校園現場，「嶺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及嶺大學生
會成員分別在現場派發宣傳「退聯」和留在學聯的資
料，吸引不少學生到票站投票。
其中支持「退聯」的哲學系三年級學生李同學指，學

聯架構一直不完善，每年八大學生會校內投票率本身就
偏低，而且票數已包括支持和反對兩方，再由民意低的
學生會組織號稱代表大專界的學聯，民意授權不足，實
難代表廣大學生。他又指，學聯於「佔中」的決策和領
導已有問題，近日內部問題也越揭越多，引起各院校都
有學生發起公投。就學聯宣稱可修改章則改善現有弊
病，他認為不斷修章和動輒改變聯會宗旨來迎合一班
人，欠缺公信力，批評作為聯校組織的學聯做法兒戲。
修讀工商管理的鄭同學則反對「退聯」，擔心各院校
學生會變得更混亂。她又指，就學聯稱有意改革，她認
為可以先觀察改革情況，再考慮學生會未來去向。

鄭國漢：支持學生自理事務

廉署再邀工黨張超雄「飲咖啡」

李柱銘加國「告狀」
中國大使叫停「聽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早前有機密文
件揭露，壹傳媒集團前
主席黎智英涉嫌向反對
派捐贈高達近 4,000 萬元
的「政治獻金」，其中
工黨主席李卓人更將兩
筆合共 150萬元的政治捐
獻，其中 50 萬元存到個
人銀行戶口，直至醜聞
曝光，才「鬼祟」將獻金轉至工黨戶口。繼早
前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何秀蘭、張超雄
（見圖）、張國柱到廉署「協助調查」後，昨
日張超雄與民協主席廖成利再度獲邀到廉署
「飲咖啡」 ，但無回應是否與黎智英「政治
獻金」有關。
昨日有傳媒報道指，張超雄與廖成利昨晨獲
邀到廉署「協助調查」。其中第三次到廉署
「飲咖啡」的張超雄，昨日在廉署逗留一小
時，離開時被問到調查是否與秘密捐款有關，
張超雄拒絕回應。那是否需要再到廉署「協助
調查」？張超雄就聲稱：「唔敢肯定，唔清
楚。」早前獲邀到廉署「協助調查」的李卓
人、何秀蘭、張國柱亦均拒絕透露詳情。

黃友嘉：增市民認同強積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剛獲委任為積金局主
席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昨日表示，上任後首要
目標，是讓市民認同強積金是重要的退休儲蓄工具。
他又認為，自己在過去 30 年都從事與公共政策有關的
研究，對退休保障和強積金等亦有研究，希望能勝任
此職位。
正在北京的黃友嘉表示，上任後的首要目標是希望
讓市民認同，強積金是重要的退休儲蓄工具。他並希
望，未來工作可從整體社會利益出發，照顧各方面的
利益。

料對沖制短期難達共識
被問到會否加快處理強積金與長期服務金對沖機制
的問題，他表示，現階段應積極及全面討論，再經公
眾諮詢，相信短時間內無法達至共識。

■ 嶺大
嶺大「
「 退聯
退聯」
」 公投
昨日開始。
昨日開始
。 劉國權 攝
嶺大校長鄭國漢回應本報查詢時指，得悉學生正在公
投學生會是否退出學聯，校方在事件上沒有立場，但支
持學生自行處理學生事務。

阿曾訪日講「一國兩制」

■曾鈺成
曾鈺成（
（左四
左四）
）致送紀念品予
日本－香港友好議員連盟會長。
日本－香港友好議員連盟會長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昨日繼續其訪日行程。他首先參觀日本唯一的
公營廣播機構「日本放送協會」(NHK)，並接受該
協會記者的訪問。其後，他再出席由日本外務省
副大臣城內實款待的午宴，雙方就不同的事項，
包括香港政制發展及有關「一國兩制」的實施情
況等議題交換意見。

綑綁 Show Hand 三種取態
反對派全體 27 名立法會議員前日
發表聯署聲明，再次聲稱將否決任
何根據人大「8．31」決定框架制定
的政改方案。在政改進入最後見分
曉階段之際，在近日接連有消息指
個別反對派的溫和派議員立場有所
「鬆動」之時，反對派再次祭出綑
綁招，明顯有兩個目的：一是重施
2005 年李柱銘及黎智英的故伎，向反對派施壓迫使各
人綑綁，以防有人「走票」，導致政改部署「兵敗如
山倒」。二是進行政治敲詐。人大「8．31」決定不動

卓 偉

如山，堅如磐石，反對派至今一無所獲，所以趁最後
階段，以香港的政改前程向中央來一次Show Hand。
反對派算盤打得響嗎？看來是徒勞。昨日特區政府
隨即公布，身兼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的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原本計劃下月來港出席香港基本法推
廣活動，並與部分反對派議員會面，但行程臨時取消
了。這說明甚麼？說明中央絕不會對反對派的政治敲
詐就範！更不會在人大「8．31」決定上有任何讓
步 。 反 對 派 仍 然 妄 想 中 央 在 最 後 時 刻 會「 大 幅 讓
步」，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反對派要對中央 Show
Hand，但誰都知道他們底牌只是「二仔底」，怎可

其後，曾鈺成再參觀浮島太陽能發電所，了解
太陽能光伏板及日本最新的環保科技。他在香港
駐東京經濟貿易辦事處宴請的晚宴上，與 80 位居
於東京的港人會面，了解他們在日的生活情況。
另外，曾鈺成將於今天訪問多間機構及企業，
亦會禮節性拜會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公使兼臨時代
辦韓志強。

能恫嚇到中央？如果他們堅持否決一個連英美都支持
的政改方案，意味甚麼？意味他們將成為普選殺手，
更意味他們將會被激進派進一步擠壓以至全面邊緣
化。如果這就是他們目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有
由他去吧。
不過，反對派雖然重施綑綁計，令各黨派議員乖乖
歸隊，但其實反對派內也是各有打算，至少可分為三
種取態。一是希望借綑綁否決作為籌碼。這些人都知
道否決政改的後果，心底裡都期望政改通過，但不想
一無所獲，於是聽從了反對派幕後黑手的指示，擺出
一副玉石俱焚姿態，真正目的是趁表決前最後兩至三
個月時間，盡可能爭取最大成果。
二是鐵了心要否決政改。這些人從一開始就不承認
香港基本法，不承認人大決定，早早就喊出「撤銷人
大決定」的口號。他們故意將價叫得天高，目的不過

是製造否決政改的藉口。這一種心態正正就是激進派
的心態，政改通過對這些人並沒有好處，因為他們從
來只是小眾，參選特首沒他們份兒；就算將來立法會
可增加議席，也對他們影響不大。相反一個政爭不
斷、對立激化的社會，才是有利他們發展的土壤。所
以，他們要千方百計綑綁反對派否決政改，人民力量
威脅對支持政改的議員發動狙擊，梁國雄詛咒轉軚的
人「將不得好死，永世為奴」等，正反映這種心態。
三是認同應支持政改，但現時形格勢禁，在反對派
要顯露強硬立場的情況下，他們也不能公然對抗，唯
有被迫聯署，卻拒絕現身記者會做騷。他們需要一個
下台階，需要主流民意的支持，才有勇氣擺脫綑綁。
現時政改通過的關鍵，就是如何協助第三種心態的人
破除綑綁，爭取第一種心態的人顧全大局，讓他們可
以憑着自身的判斷、良知對政改投下負責任的一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