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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兩會，多位中央領導指出，普選問題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重大問題，必須依法行事，遵從
國家憲法、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中央
政府堅持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堅定不移支持香港循序漸進發
展民主、依法實現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政改須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基礎上找答案
中央堅定不移支持香港推動政改，香港各界人士均積
極發聲，共同努力推動政改。但反對派偏偏逆民意而

行，一再揚言要否決政改方案。這不僅有違議員職責，
亦難以向選民、市民交代。議員具有在立法會對普選
方案投反對票的權利，這是法律與選民賦予他們的，
但是如果將此權利作為要挾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籌碼，
則是大錯特錯。政改問題必須要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的基礎上尋求共識和答案，只有在這個基
礎上依法推進普選，才能維護香港的穩定和發展。
中央政府在頒布香港基本法時，已對香港特區政治

體制做出規定，當中包括了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人
大「8·31」決定是根據基本法而制定的，具有法律效

力的，不能隨便收回、修改。反對派不斷叫囂要人大
收回「8·31」決定，其本質就是對抗中央，否定中央
在香港政改的憲政地位。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
架推進普選，也是從維護國家主權和利益，維護香港
穩定的角度出發。

以民意為依歸落實普選
要使政改在不同意見人士中達到共識，必須認清現

實，必須依法推進政改。目前的政改爭拗正是由於個
別人士有意曲解憲法、基本法的規定，提出不合理的
訴求。反對派阻礙普選的行為不僅與中央、特區政府
作對，更與港人的意願相悖。多項民意調查都顯示，
港人希望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贊成政改應在法
律範圍內推進，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落實。
港人希望立法會議員在政改方案表決時，應以民意為
依歸，而非以議員或者黨派的私利為出發點。
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的一件大事。現有的行政長

官選舉是由選舉委員會1,200人推選產生，絕大多數選民
未有機會參與其中。如果政改方案得以通過，2017年全
港500萬選民就有機會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心目中

的行政長官，這相對於原有的
1,200人選舉無疑是一個民主大
飛躍。這是絕大部分港人贊成並
殷切期望落實普選的原因。

所謂「真普選」動搖憲政基礎
反對派漠視民意，將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丟到一邊，

妄圖「無中生有」，推出他們違憲違法的「真普選」
方案，其本質是動搖香港普選的憲政基礎，其惡劣影
響不僅體現在普選本身，而且挑戰國家安全，對香港
和國家的發展帶來不穩定因素，政府及各界應積極採
取措施，防止各種破壞普選，鼓吹「港獨」的行為荼
毒社會。
香港經歷違法「佔中」，應吸取教訓，認識到法治的
重要性，更應堅持在法律範圍內推進政改。香港不僅要
實現民主進步，更要在經濟上保持穩步發展。堅持在法
律範圍內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是目前社會的首要任務，也
是使社會免於進一步分化的必經之路。激進反對派人士
的「反水貨」行為衝擊法律底線，破壞社會秩序，妨礙
香港的經濟發展，特區政府應依法懲治。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堅持依法落實普選 不容傷害兩地感情
內地昨日起停發來港「一簽多行」簽注，改為「一周一行」。特首梁振英呼籲，不應容忍

任何事情影響兩地居民感情，他特別指出，近期的所謂反水貨客活動，傷害香港與內地居民

之間感情。在「佔中」後激進組織不甘失敗，在各區發起暴力「反水貨」行動，將矛頭直指

內地遊客，波及本地居民，令內地和外國遊客對香港「望而生畏」。「反水貨」是「佔中」

後又一反中亂港行為，給香港造成惡劣後果，破壞政改進程，衝擊香港旅遊業和經濟。特區

政府必須依法嚴懲暴力「反水貨」行為，堅持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

基礎上落實普選，為香港繁榮穩定保駕護航。

楊莉珊 北京市政協常委

政府即將公布第二輪政改諮詢報告及
政改方案，反對派23名立法會議員昨日
再度聯署，表明會否決人大「8·31」決
定下的政改方案。反對派「飯盒會」召
集人梁家傑日前亦聲稱，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已不是第一次說不惜辭去主席之位
去投票。梁家傑稱，他不需要有此準
備，因為反對派必定會否決任何受制於
人大「8．31」決定下的政改方案。

不肯「袋住先」怕「死得慘」
梁家傑之言擺出強硬姿態，表明激進

反對派堅持要綑綁否決特區政府按照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制訂的政改
方案。但梁家傑否決政改的底牌卻十分
可恥，他於4月6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上講
明不肯「袋住先」是怕「死得慘」，更
自我暴露否決政改的底牌，是擔心通過
政改之後，難以作政治動員爭取民主。
梁家傑否決政改的底牌，與學聯反對
秘書長普選是怕增加其認受性是同一張
底牌。學聯早前改組，對於未來會否普
選秘書長，學聯稱經商討後決定維持聯
會制選舉，聲稱因若由學生普選，秘書
長認受性會過大云云。
對於激進反對派否決政改的底牌，香

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
鳴去年12月8日在信報發表的《為什麼

佔領運動失敗？》一文中就揭露：「只
要2017年的投票選舉是真正的競爭性選
舉，人大所下的閘根本不能封死民主之
路，也不會阻擋民主投票所能發揮的優
點。不過，香港的某些政客，最不喜歡
見到的恐怕便是特首有民意授權，屆時
他們自己的政治空間也會受到打擊，所
以他們根本不想香港能票選特首。這是
很可惜的。」
雷鼎鳴今年2月8日在《亞洲週刊》發
表的《香港政改成敗的三套理論》，又
再揭激進反對派否決政改的底牌：「特
首若是從普選選出，他手上之票大概也
會接近二百萬票，但立法會議員有些一
兩萬票便可當選。若議員要癱瘓施政
時，特首大可說：『我有兩百萬票，你
只得兩萬，你吵什麼！』香港近年的政
治每以將政府官員變成挨打的沙包為主
導，若此『常態』被特首得到授權而扭
轉，不少政客熟悉的鬥爭藝術會淪為無
用之技，他們將來地位能否保持，極成
疑問。」
一旦落實普選，不再由1,200人的選舉
委員會選出特首，而是由參照選舉委員
會組成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
讓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於2017年開始以
「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普選特首的得
票動輒以兩三百萬計，只得一兩萬票的

反對派議員根本
沒有資格自稱得
到的民意授權比
普選特首大。因
此，激進反對派
不讓特首普選方
案通過，在於他
們害怕見到特首
有 500 萬民意授
權，無法再任意
抨擊特首選舉是「小圈子」選舉，無法
再以爭取普選為幌子欺騙市民。這種政
治私利，導致他們根本不想香港普選特
首。

販賣假民主阻礙普選
激進反對派打爭取「真普選」的

旗號出來攪局，罔顧「一人一票」就
是普選的常識，聲稱「一人一票」不
是真正的普選，信誓旦旦稱虛無縹緲
的「國際標準」才叫「真普選」，這
是「揣明白裝糊塗」。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曾引用諺語說：
「在市場上吆喝聲音最大的，往往是
賣假貨的。」
激進反對派將「國際標準」、「真普
選」、「公民提名」等口號叫得很響很
大，其內容本質上都是違反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的「假貨」，他們的這種伎倆就
像在市場上賣假貨的吆喝聲。但他們的
底牌卻十分可恥，他們害怕見到特首有
普選民意授權，屆時他們自己在民意授
權方面相形見絀，難以再作政治動員撈
取政治資本，所以他們根本不想香港能
普選特首，要千方百計剝奪500萬名合資
格選民普選特首的機會。

激進反對派堅持要綑綁否決按照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制

訂的政改方案，否決政改的底牌十分可恥，因為普選方案通過後，

他們害怕見到特首有500萬民意授權，無法再任意抨擊特首選舉是

「小圈子」選舉，無法再以爭取普選為幌子欺騙市民。這種政治私

利，導致他們根本不想香港普選特首，千方百計剝奪500萬名合資

格選民普選特首的機會。

■楊莉珊

激進反對派否決政改的可恥底牌
溫和反對派與激進派近日就應否接受「袋住先」方案拳來腳往，黃

成智代表溫和派出來為政改試水溫，誰知道不過表達「個人意見」，
竟遭到黨內一班「後輩」窮追猛打，毫無政治倫理可言。例如民主黨
沙田區議員麥潤培早年一直得到黃成智的提攜及支持，但現在因為黃
成智沒有議席，而少壯派上位「一朝得志」，就對黃成智冷嘲熱諷；
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少壯派區議員成功晉身中常委，更要向該黨紀律
委員會投訴黃成智，似乎要令他退黨方才滿意。面對激進派咄咄逼
人，溫和派近日也相繼發聲還擊。看來，溫和派已經知道過去一直採
取守勢的策略是大錯特錯，結果導致激進派氣焰愈來愈大，溫和派再
不突圍，政改將難有轉機。
事實上，民主講的就是三條；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多元

聲音包容。然而，在政改問題上，所謂「民主派」卻原形畢露。自稱
民主的民主黨，其少壯派竟然容不下黃成智的個人意見，但卻可以讓
何俊仁「辭職公投」先斬後奏，請問這是哪門子的民主？黃成智只是
一名中委，並非黨內核心，其立場也是一以貫之，也是民主黨以往的
政改立場，為什麼竟然「說不得」？真理愈辯愈明，激進派既然認為
否決政改反而有利民主進程，真理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此，為什麼不
能與不同意見者辯論，以道理說服溫和派？就算他們認為溫和派的
「袋住先」立場不值一提，不必理會已可，又何必刀劍相向？激進派
不容溫和意見，說到底其實是害怕。
激進派害怕溫和聲音，一是因為溫和派的政改立場言之成理。黃成

智認同政改「袋住先」肯定較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好，認為在改政過程
中，不應只是政治表態，形成對立，希望爭取向前行一步，為香港找出
路。實事求是的看，這種說法有什麼錯？激進派因為政改沒有「公民提
名」，就連「一人一票」都不要，但究竟否決政改後如何爭取更民主的
方案，他們卻啞口無言，說不出半句話，總之就是要否決。這種論調根
本缺乏理據，邏輯顛倒，為反對而反對。試問他們理不直氣不壯，怎可
能與溫和派辯論政改利弊？所以，才要對任何溫和聲音和言論一棒打
死，消滅於無形，正是理虧心虛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激進派在這次政改博弈中，總體策略就是搶佔反對派
主導權，以一個絕不可能被中央接納，表面上又有所謂「道德光環」
的「公民提名」方案，將反對派綑綁起來。民主黨曾經掙脫過綑綁，
更斷然退出「真普聯」。可惜旋踵黨內少壯派發難，加上「佔中」突
然爆發，令民主黨再次被綁上激進派以及「公民提名」的戰車上。而
民主黨內的溫和派雖然一直反對死撐「公民提名」，但在「佔中」形
格勢禁之下，一直不敢發聲，變相被激進派愈綁愈緊。隨政改即將
表決，溫和派知道繼續沉默，政改必定再次泡湯，溫和路線也將陷入
死局，所以才要出來背水一戰，反擊激進派。
現在只是一個黃成智出手，已經在反對派內造成不少漣漪，如果再有重
量級溫和人士出聲，民主黨6票能否綁緊將難說。因此，激進派才要全力
出擊，圍剿黃成智以向其他溫和派示警，如果再次出聲，黃成智就是前車
之鑑，目的不過是製造寒蟬效應。溫和派如何還擊，好戲還在後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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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平山，悠悠香江水，百年前薄扶林山麓奠下了香港第一所高
等庠序的基石，這座蘊涵中西文化科學技術的學府為香港孕育了大量
精英。隨香港的發展，不斷有新成立的高等學府加入，不過，一貫
以來，香港大學都保持領先地位，被譽為香港高等學府中的一面金
漆招牌，香港學子亦常以能進入這學府為傲。昔年的港大同學們，在
茶敘時都會沉醉於昔日的私黌宮趣事，亦不忘大學中的老師宿儒諄諄
善教、意氣風發的保釣為民，胼手胝足的助貧救苦等等美好回憶。當
年學生們的理念和聲音大都和市民一致，同呼吸共命運，一同打造健
康的、蓬勃的、上進的社會風氣。
可是，風雲變幻，隨香港合浦珠還，加上某些有心人肆意誤導、

惡意挑撥，致使有些青少年變了質，有機會進了大學的亦不事學習，
鼓吹絕對民主、強調無限人權，進而號召市民反對政府反對中央，無
視法制，肆意搗亂破壞社會秩序，妨礙民生及正常經濟活動。而大學
教育亦偏離正常航道，大學師生也如中魔咒，去秋本港的所謂「佔
中」便是如此孕育發生。「佔中」的溫床之一便是素有金漆招牌的香
港大學。
事實上，「佔中三丑」之一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某，行動發生前

他和法律學院一些教授已經不斷發表文章鼓吹「佔中」理論，製造輿
論及理論基礎，其中包括當時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戴、陳等人竟然
使用港大場所及公物，以及他們仍舊是受薪港大教員身份在校內組織
集會、反政府訓練營，直至「佔中」正式啟動，戴某在鼓動集會上大
聲疾呼「一個屬於他們的新時代開始」，囂張狂妄至極。同時，主宰
「佔中」具體行動的「學聯」主要人物周某，亦是出諸港大。
港大部分師生的質變，其來有自。2000年，鍾庭耀民調發起對董建

華特首的攻擊以至鄭耀宗校長引退，這是反對派有意識組織的對港大
領導的第一炮。隨之2005年，李嘉誠本對港大和香港醫學教研的支
持，慨捐10億元給港大醫學院，依慣例，醫學院提出以李先生名字命
名該院。反對派又跳出來反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號召組織舊生抗
爭。2011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特意撥冗參加港大建校百
年典禮，而且帶來許多振奮港人的好消息，但是反對派借題發揮，動
員校內外人等示威，這齣鬧劇令港大聲譽掃地。繼而有人組織「文
革」式的公審，羞辱徐立之校長，結果徐校長推卻續任，寧可轉到別
校任職。港大受政治污流侵蝕，不僅聲名受損，學術排名更一落千
丈，情況令一眾校友及大眾心痛。
受「黑金」支持的戴、陳等人正被廉署及有關機構調查，而陳某卻

在卸任法律學院院長後企圖爬升副校長職位；戴某逍遙法外竟然去了
英國享受初夏陽光。尤其是陳文敏，乃待罪之身，不僅無資格問鼎高
位，更應束手就擒，接受法律制裁。
法治與文明永遠是我們社會的核心基石，香港大學也不能再繼續自
毀金漆招牌。大家應該一道保護大學聲譽，齊心合力維持香港大學百
年名聲、深厚的學術地位和光輝的歷史，珍惜所擁有的百年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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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當下對台政策
的基調是什麼，是兩

岸和平發展。在今年兩會期間，國家主席習
近平提出四個堅定不移：一、堅定不移走和
平發展道路；二、堅定不移堅持共同政治基
礎；三、堅定不移為兩岸同胞謀福祉；四、
堅定不移攜手實現民族復興。可以說，北京
方面很多年不提武力攻台了。但是，忽然
間，大陸借一位退休將領的口說，當下，解
放軍武力攻台如囊中探物。

退休將領發話非偶然有感而發
「我軍事手段工具箱裡的工具很多，修理
一下『台獨』易如反掌，就是奪取台灣也只
是囊中探物。恐怕不等我出動陸軍，『台
獨』就『痛苦』得只能投降了。」這是南京
戰區原副司令員王洪光近日文章的原話。
在習近平依然強調兩岸和平發展之後，大

陸軍方說出此話，非常令人驚奇。當然，習
近平那次談話，據傳也談到，如果台灣政權
更迭之後民進黨不接受「九二共識」，島內
將「地動山搖」。王將軍之言，是否是將習
近平的警告具體化。平實而言，北京避免觸
及「武力攻台」至少十多年。鄧小平一直強
調不承諾放棄武力攻台。江澤民時代，北京
也提過兩岸統一不可以久拖不決。後來，北
京轉變對台策略，以攻心為上，以和為貴，
甚至不惜為台灣南部輸出紅利，爭取綠色基
本盤縮小。但是，台灣的反中勢力充分利用
島內各種矛盾和馬英九的施政失誤，煽動離

心傾向，「太陽花運動」一度得逞。
筆者相信，南京戰區前副司令員說出這一

番話，絕對是有的放矢，絕對不是偶然有感
而發，而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部署的行動。不
過，為了有轉圜的餘地，也不讓台灣以為北
京已經改變了和平統一、和平發展的方針，
於是借題發揮。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刊登
的英國諾丁漢大學資深研究員邁科爾·科爾
的《台灣在戰爭中打敗中國的總體規劃》的
文章，被用做靶子。
王洪光指其智商太低，只要是精神健康和

具有正常思維的人，不論他在西方還是東
方，在大陸還是台灣，都會否定台灣能打敗
大陸。他逐一分析科爾的首要戰「威懾
戰」、「政治戰」和「網絡戰」，指「三
戰」如實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了。事實
上，台灣並沒有這樣的「痛苦」承受力。他
說，現代戰爭打的是承受力，包括經濟、政
治、軍事和心理承受力。台灣的實力，與大
陸差天共地，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之上。
事實上，王洪光中將原任職南京戰區副司
令員，所擔負的作戰任務就是對台，其對台
瞭如指掌。由他來寫文章，是有說服力的。
筆者曾跑台灣新聞多年，知道至少九六

「台海危機」時，大陸對台並無軍事優勢，
否則那時北京真的會收回幾個台灣外島。但
從王洪光文章看，兩岸實力對比無論是量是質
都已經發生根本的變化。當下，並無戰略縱深
的台灣島全島都被大陸「航空兵和地對地導彈
近程火力覆蓋」，根本沒有片瓦安全之地。王

將軍指，台灣島內有限的目標，特別是機場、
防空陣地、軍港、通信樞紐、指揮所等高價值
目標，無法承受飽和火力的攻擊。

蔡英文應知紅線不可觸碰
筆者採訪知道，台戰機都靠中央山脈掩

護，軍機藏於山洞可從山洞直接起飛，無法
直接轟炸。但是，王將軍透露，「現在我以
點狀目標為主的巡航導彈，可以越過或繞過
台灣中央山脈，直接對軍機洞庫門攻擊，我
遠端火箭炮可用混凝土爆破彈直接對跑道甚
至滑行道進行破壞。」於是，台戰機還未出
洞，即被封閉在洞裡。另外，解放軍主力戰
機作戰半徑大增，除了從正面直接攻擊，也
可以從太平洋方向背後攻擊，台軍腹背受
敵，防無可防。
至於台灣西海岸原來阻止解放軍登陸的岸

灘陣地，以及從台北至台中的西面地區，都
在大陸的遠程火箭炮的覆蓋範圍內，還不需
動用到海空二炮火力。而且，解放軍的火箭
彈是多彈種的，包括混凝土爆破彈和穿甲的
末敏彈，而且大多帶有精度不同的制導裝
置，近乎地對地導彈，且比導彈便宜，覆蓋
射擊玉石俱焚。
最後，王文指當下台海制海制空權全在大

陸手上，可以對台實施全面封鎖。筆者也相
信，解放軍武力攻台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是
蔡英文和其他「台獨」分子應知道紅線是萬
萬不可觸碰的。若要玩火，不過為統一之戰
提供了多一層的正當性。

解放軍敲打蔡英文及「台獨」勢力
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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