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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特區政府最快下
月公布政改方案，《人民日報》海外版昨引述全國政協
副主席董建華表示，特首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巨大飛
躍，通過政改方案，香港將會「海闊天空」。他又指，
目前香港與新加坡發展相比已經跑輸了，強調「時不我
待」，在世界發展大潮面前，香港是等不起、輸不起。
《人民日報》海外版「兩會特刊」專欄， 昨日刊出
題為「普選特首，香港將海闊天空」的文章。文章引述
董建華向該報表示，特首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一個巨大
飛躍，「對香港來說，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千頭萬緒，
但目前最重要的是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為實現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奠定基礎。通過政改方案，香港將會
海闊天空。」

他強調說：「因為由500萬香港合資格選民普選出來
的特首，將更具廣泛認受性及代表性。施行的政策，將
獲得更大範圍支援，行政效率亦更高。」

星發展爭分奪秒 港等不起輸不起
董建華並以新加坡為例，強調「時不我待」，在世界發

展大潮面前，香港是等不起、輸不起，「去年新加坡之
行，我就深切感受到，與新加坡爭分奪秒飛奔向前發展相
比，香港已經跑輸了。因此，我們決不能說，政改通過通
不過沒關係，讓她先糟糕幾年，將來還有機會彌補。時不
我待，在世界發展大潮面前，香港等不起、輸不起。」

吳光正：反「佔中」「四個勝利」

文章又引述了全國政協常委，九龍倉集團前任董事會
主席吳光正，用「四個勝利」來表達反「佔中」的成
果，「一是、香港言論自由的勝利；二是、香港依靠法
制結束『佔中』的勝利；三是、讓人們看到，西方反華
勢力在香港的圖謀沒有得逞；四是、讓香港各界認識
到，『佔中』對香港有百害而無一利。」

王樹成撰文 料反對派抵制方案通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社社長王樹成則在文章中

表示，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反對派會抵制政改方案在立法
會通過，「去年的『佔中』和反『佔中』事件，對愛國
愛港的力量是一次考驗，也是香港回歸以來，圍繞探索
和實踐『一國兩制』方針的一次較量。」

董建華：政改通過 港將「海闊天空」

否定「8．31」決定 失溝通基礎
李飛滿心期待訪港 反對派竟關上門

自由黨引述王光亞：中央續希望政改通過

孫春蘭：冀港順利通過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偉漢、陳嘉

洛 兩會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晚於北京政協禮
堂宴請正出席全國「兩會」的港澳地區
全國政協委員。多名有份出席的政協委
員引述統戰部部長孫春蘭表示，希望香
港可以依法通過政改，並強調要加強青
少年工作。

俞正聲宴請港澳委員
俞正聲主席昨晚宴請港澳地區全國政
協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董建
華、何厚鏵、李海峰，全國政協副主席
兼秘書長張慶黎、副秘書長孫懷山、統

戰部部長孫春蘭、國務委員楊潔箎、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等官員出席。晚宴歷時約1小時，
俞正聲主席委託孫春蘭發表了簡短講
話。

強調要加強青少年工作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在晚宴後引述孫

春蘭表示，希望香港特區可以依法落實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順利通過政
改，並強調要加強青少年工作。
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說，晚宴純屬聯
誼性質，孫春蘭席間向港澳委員提到做

好政協和大會工作，特別是要加強青少
年工作，但未有發表具體內容。譚耀宗
說，由於青少年工作是當前委員普遍關
注的課題，孫春蘭也回應了一些委員這
方面的討論。
他並形容，港澳委員都珍惜晚宴時

光，見面交流，席間趁機拍照，互相祝
酒，氣氛良好。席上有焗鱈魚和湯等菜
餚，並非山珍海錯，體現了「八項規
定」的簡樸之風。他又說，俞主席每年
都在「兩會」期間，特別宴請港澳委
員，體現了中央領導人對港澳委員的關
愛。
本身為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提

到，有個別委員在席間也不忘討論政協
工作，認為要考慮大局，團結香港，加
強內地和香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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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戈平昨日在北京指出，香港反對
派聯署宣示否決人大「8．31」決

定是導致李飛主任取消來港的重要原因
之一。他嘆道，中央一直展示很誠懇的
態度，而李飛主任本滿心期待訪港，盼
與反對派接觸，惟對方卻作出綑綁式聯
署，稱要否決人大「8．31」就政改框
架作出的決定，為雙方溝通的機會增加
阻力，甚至將溝通的大門關上，為此感
到可惜，並相信港人對此也感到可惜。
他強調，雙方溝通的基礎在於香港基
本法及人大「8．31」的決定，若反對
派否定後者，則失去溝通的法律及政治
基礎。對於中央與反對派溝通的重要
性，饒戈平明言，只要有利於政改方案

通過，溝通都是可取的。
雖然反對派發出否決人大「8．31」

決定的聯署聲明，惟饒戈平則認為雙方
仍有其他溝通方式的可能性，而他本人
會按原定計劃在下月來港，出席基本法
頒布25周年的學術研討活動。

范太：人代掌聲挺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與傳媒午

宴時表示，留意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早前宣讀報告時，讀到香港政
改部分，台下來自各地的人大代表，紛
紛報以掌聲，而且「比較大，比較
齊」，顯示他們都認同「8．31」決
定，而張德江委員長早前會見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團時，也清楚說明不可以改變
人大決定。
她強調，人大決定是經深思熟慮，她

看不到有任何機制可以推翻，又指一旦
政改遭否決，她看不到未來5年人大框
架可以改變，也無法預料十年後是否可
以，並預料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將在周
日（15日）獲得通過，即顯示人大「8
．31」決定無可能被推翻，「如果有人

仍然認為有機會，是活在自己世界，無
理會客觀現實。」

批反對派「一巴摑埋嚟」損溝通氣氛
她批評，反對派日前聯署，聲言會否

決政改，是在政改氣氛稍為緩和之際，
突然「一巴摑埋嚟」，大大破壞了溝通
氣氛，故中央已「無嘢好傾」。對於公
民黨議員湯家驊稱自己「枉作小人」，
范太質疑：「咁佢又簽（聯署）？我以
為做政治都要講口齒。」
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

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對李飛主任
取消來港的決定感到可惜，並對反對派
聯署否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地位大
感憤怒，直言此舉令中央以為其憲制地
位不被尊重，只會動搖雙方對話基礎。

李慧琼料港民主路更難行
她坦言，香港的民主發展面對最大的

問題是雙方缺乏互信，而且有部分反對
派中人在中央眼中屬「逢中必反」，例
如不願在本港合理地推行國民教育或就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令雙方關係比

以往更為緊張，香港民主之路將會更難
行，反對派是「寧為玉碎，不作瓦
全」。
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在另一電台節

目中也指，他對李飛主任取消來港感
到可惜，並強調任何方式的溝通皆有
助於香港政改。惟他明言，錯失是次
的溝通機會亦非意味將來無溝通機
會，李主任或待氣氛轉佳，再透過其
他途徑與反對派溝通，如邀請其他議
員到內地等。
不過，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聲稱，

自己從未聽聞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宣
布李飛主任來港，現在卻拿反對派「聯
署」作為取消來港的理由，完全是「細
路仔玩泥沙」，「不來也罷！」她續
稱，反對派願意與中央溝通，但須在沒
有任何「前設」的情況下進行，否則沒
有討論的空間。她更把政改可能原地踏
步的責任諉過中央，聲稱「邊個提出政
改方案，就是邊個負最終責任，關我哋
（反對派）咩事！」倘中央的方案被香
港立法會否決，中央也「難以向國際社
會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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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突然聯署聲明，否

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就

政改框架作出的決定，成為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取消來

港的導火線。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饒戈平昨日

透露，李飛主任本滿心期待訪

港，與反對派溝通，但反對派

綑綁式聯署將溝通大門關上，

他對此感到非常可惜，並強調

雙方溝通的基礎在於香港基本

法及人大「8．31」決定，若否

定後者，就會失去溝通的法律

及政治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古寧、鍾俊峰）
香港反對派議員
日前綑綁式聯署
宣示立場，拒絕
接受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
定，令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秘書長
兼基本法委員會
主任李飛取消下
月訪港行程。特

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穗會見傳媒時
表示，她對反對派議員的聯署感到非常可
惜，認為此舉毫無必要，更破壞了緩和的氣
氛。她希望反對派可以多走一步，釋出善
意，締造與中央溝通的機會。
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到有消息指李飛主任取

消下月訪港行程，是否意味中央與反對派
「無得傾」時表示，她對李飛主任取消來港
感到非常可惜。在第二輪政改諮詢的兩個月
期間，社會氣氛逐漸緩和，大家都希望冀透
過溝通和對話，並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下尋找框架，為政改找到一條出路。

聯署破壞緩和氣氛 行動無必要
她續說，聽到部分反對派議員提出了「一

些善意」，希望中央負責政改的官員有一個
直接的溝通機會，特區政府也在很積極的跟
進。特區政府得到的反饋，中央官員的反應
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本來應該讓這個緩和的
氣氛繼續下去，可以進行這個溝通會面的工
作，可惜反對派星期一的聯署，破壞了正在
緩和的氣氛，其行動是無必要。
林鄭月娥指出，現在距特區行政長官普選

的具體方案交給立法會表決，還有三個月時
間。所有能夠可以有利於稍後立法會表決，
可以爭取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大多數議員支持
特區政府按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8月31日作
的《決定》而提交的具體方案的工作，特區
政府都非常願意去做。
她指出，中央已多番強調有決心，也有誠

意落實普選特首。但是要對話和要溝通都是
雙方面的，期待反對派議員能多走一步釋出
善意，從而使作為安排溝通工作的「中間
人」能「繼續做下去」。

袁國強：綑綁式聯署令港人失望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在另一公開活動

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反對派27名議員
綑綁式聯署，令香港很多人很失望。特區
政府希望可以擔當協調角色，增強反對派
與內地溝通的機會，但「同時也希望『泛
民』朋友，不要做出一些不必要的動作，
或發放一些負面信息，破壞可以達成溝通
的氣氛」。

反對派自毀溝通機會 湯家驊責不懂政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反對派日前高
調聯署反對人大「8．31」決定，自毀與中央溝
通政改的機會。自稱「牽線人」的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湯家驊昨日自嘲「枉作小人」，又批評
反對派違反會面承諾，是「失敗策略、不懂政
治」。

失敗策略令會面告吹
日前有傳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會於下月初訪港時與反對
派議員會面討論政改，但反對派忽然高調舉行
記者會反對人大決定，令計劃泡湯。湯家驊昨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原本已落實反對派議員
在4月4日可以與李飛主任及國務院港澳辦副
主任馮巍會面，但最終卻因反對派的失敗策略
而令會面告吹。
湯家驊稱，他在兩三個月前建議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安排中央官員與反對派會面，中央方
面建議安排要低調，又指除了撤銷「8．31」決

定外，什麼都可以討論和聆聽，「當時我與四
大『泛民』頭目商討時，大家都表明願意。」
但他批評，有反對派議員事後向傳媒大肆宣

揚，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在接受訪問時更聲言：
「若不撤銷『8．31』決定，見也無謂」，破壞
了會面的共識。在此不良氣氛下，反對派日前
再召開記者會聲稱人大決定違憲，更加是策略
失敗，最終特區政府中人來電交代會面無法進
行。

質疑反對派只懂「擺硬姿態」
湯家驊稱，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及人大常委

會的權力，跟香港有普選沒有衝突，質疑反對
派偏偏要挑戰這兩點，「擺硬姿態將對方鬧得
體無完膚，你期望對方給你什麼反應呢？政治
是雙向，是有反應的，不能期待你罵完人一
句，人家會默默忍受。」他又自嘲「枉作小
人」，非常失敗，「我認為自己不應該入立法
會，因為我起不到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王光亞昨日會見香港自由黨代表。自由黨主席鍾國斌會後引述
王光亞主任指，中央政府繼續希望政改方案可以通過，並期望
香港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主，和內地發展融合。

王光亞主任昨日與鍾國斌及多名身兼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的自由黨成員會面。鍾
國斌會面引述王主任指，中央繼續希望政改方案
可以通過，香港應該繼續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為主，及應該繼續和內地發展融合。

太多爭拗損經濟 削弱港競爭力
他續說，該黨向王光亞反映若政改原地踏步，將

影響2020年立法會普選，因這是一環扣一環，而目
前情況相對困難。他又指香港是經濟城市，香港成
功以經濟發展為主，若太多爭拗會影響經濟，而香
港競爭力也正在削弱。
鍾國斌指出，香港反對派一直聲稱中央不了解香港

實情，但他在是次會面中，發現王主任很熟悉、十分
了解香港的情況，反對派不需要為此而擔心。

被問到該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去年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身
份，鍾國斌指，中央在事件後已說明不會影響與該黨的關
係，而王光亞也在會面中認同該黨愛國愛港，希望該黨將來
可以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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