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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政府將向立法會提交

的政改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符合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訴求，對方案獲

得立法會通過有信心。梁特首昨日多次表示對

政改方案在立法會獲得通過有信心，原因很簡

單，就是因為落實普選乃民心所向，擁有強大

民意支持。特區政府、各界人士有充分理由以

積極樂觀的態度推動實現普選。溫和反對派應

為香港福祉着想，順應民意，理性務實支持政

改方案，大膽擺脫激進反對派的綑綁，為香港

民主發展爭取歷史性的突破。

2017 年落實普選機不可失，香港百多年來

市民首次獲得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權

利，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飛躍，市民相

當珍惜這一難得的機會。本港不同機構進行的

民調均顯示，多數市民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希

望立法會議員表決政改時按照市民主流意願投

票。民建聯昨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

過6成的人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人大「8·31」

決定框架下的普選方案。有民主黨中人透露，

民主黨黨內的民調亦有超過一半受訪者支持先

通過政改。政改能否通過，民意是關鍵。既然

主流民意對推動政改樂觀其成，梁特首及特區

政府沒有理由悲觀。

政改方案必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這是政改的憲制基礎，是落

實普選的大前提。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的框架下，特區政府願意盡最大努力凝聚

社會共識，爭取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不同人

士的支持。政府將提出低門檻入閘的方案，

提高競選過程的透明度和競爭性，並願意安

排立法會議員與中央官員見面，深入交流對

政改的意見。擁有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雖然掌握着政改的否決權，但是作

為民意代表，絕對不能視「民意如浮雲」，

應該放棄不切實際的遐想，回到依法落實普

選的正軌，與特區政府、市民共同努力，推

動政改向前行。

其實，一些溫和反對派也認識到，被激進派

綑綁否決普選，對他們有害無益。現在，溫和

反對派成為了輿論關注的焦點，有關政黨的決

策者能否拿出勇氣和智慧，掙脫激進反對派的

綑綁，順應民意，打破政改僵局，大家正拭目

以待。

以積極樂觀態度推動落實普選
立法會今日恢復二讀辯論財政預算案。計劃

再發起拉布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合共提出超過

3300項修訂。今年的預算案惠及中產、基層，

扶助中小企，社會各階層皆受惠。這樣一份廣

泛回應市民訴求的預算案，少數反對派議員還

要拉布阻撓，可以說是天理不容。社會各界希

望和敦促立法會主席果斷剪布，不可姑息拉布

議員。市民對拉布議員早已忍無可忍，一定會

用選票在未來的選舉中懲罰他們。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提出的拉布理由，包括促

請當局實行全民退保，「回水一萬」，以及反

對機場建第三跑道。這完全是借題發揮，干擾

施政，阻礙改善民生。預算案已推出一系列措

施改善民生，而施政報告已預留500億元承擔

全民退保的工作，機場容量接近飽和，建第三

跑道勢在必行。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的拉布理

由，可以說是無理兼無賴。

拉布狙擊預算案的最大受害者是基層市民。

去年反對派發動拉布，令低收入在職家庭津

貼、綜援「出雙糧」、為公屋住戶代繳租金等

措施被嚴重拖延。今年的預算案，領取綜援、

長者生活津貼、傷殘津貼、生果金人士可出

「三糧」，相關措施受惠人數多達118萬，當

中有80多萬是長者，另外則是老弱傷殘、單親

人士。如果預算案不拉布，七月便可發放，如

今遇到狙擊，基層市民出「三糧」或會遙遙無

期。拉布狙擊預算案，嚴重損害長者、老弱傷

殘和單親人士利益，違反人道精神。由此暴露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拉布議員，對基層市民極其

冷血無情。

拉布不只損害市民利益，也嚴重影響經濟

發展。去年立法會拉布令 27 項涉及 8 億元工

程無法如期審議，重新上會勢令造價上升。

2015 至 16 年度非經營開支為 865 億元，其中

700億元是基本工程開支，涉及基建、醫療、

教育及康文等設施。拉布狙擊預算案，未來

基本工程開支撥款或會「懸崖式下跌」，豈

止建造業工人飯碗不保，香港的競爭力也會

不斷下跌。

對喪心病狂的拉布議員，立法會主席和其他

議員決不能姑息他們，主席必須果斷剪布，其

他議員必須嚴厲譴責。對喪心病狂損害港人福

祉的拉布議員，市民也要在選舉時用選票懲罰

他們。

拉布狙擊預算案激起民憤
A3 重要新聞

政改依「8．31」反對派應務實
方案符社會訴求 有信心獲立會通過

學者：法律須遵守 政治求妥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就反對派在政改問題上仍然拒絕人
大「8．31」決定下的所有政改方
案，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林峰昨日強調，法律就是法律，必
須共同遵守，而政治出路必須妥
協，否則政制發展只會是一盤死
局。

「過半數出閘」也民主
林峰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強

調，要求撤銷人大決定是做不到

的，若政改不通過便只能原地踏
步。他又不同意在人大「8．31」決
定下的政改方案都不民主的說法，
強調在人大框架下，提委會如何組
成已有很大空間，即使參選人要獲
得提委過半數支持才能「出閘」，
也是民主的。即使反對派認為，難
以獲得過半數支持「出閘」，但這
也是透過提委會的民主程序所決定
的，最終也是民主的，結果應該接
受。
香港近期出現政改等爭議，甚

至出現了「港獨」思潮，有意見
認為應加強市民對香港基本法的
認識。林峰坦言，要求全體香港
市民都了解每條基本法條文並不
現實，但要求市民具備基本法常
識卻做得到。

宣基本法變市民常識
他認為，要宣傳香港基本法，特

區政府至少應說明清楚，香港基本
法大框架和香港權力來源，強調香
港特區是憲法授權下設立，落實
「一國兩制」原則，同時應進一步
釐清香港在基本法下，哪些是香港
的自治範圍。

湯家驊：厭倦「聯署」澄清無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
2017年政改方案公布前夕，香港反
對派23名議員突第三度聯署，稱要
綑綁否決方案。參與其中的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澄清」，
他對所謂「聯署」感到厭倦，而自
己並沒有簽名，又強調即使反對派
否決政改，將來再啟動大型活動時
就會變得「出師無名」。

倘否決日後「出師無名」
近年與反對派貌合神離的湯家驊，

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自己並無
簽名參與反對派第三度否決政改的聯
署，直指相關聯署內容流於口號式，
他對「三日一記招，五日一聯署」感
到厭倦，但由於自己沒有留意「飯盒
會」的WhatsApp訊息，「出了有我
名喺度，你話我喺度就喺度，但對我
來說完全無意義。」
他續稱，倘反對派否決政改，也

只是「小勝一仗」，但日後再啟動
大型活動或拉布就會變得「出師無
名」，而若中央真如報道所指毫無

退讓空間，今日就可以宣布政改
「完全失敗」，但各方可改為努力
建立平和政治環境，為將來爭取普
選出力。
正拉攏「溫和力量」籌組智庫組
織的湯家驊又稱，剛過去的周日與
大約20人出席首次會議，參與者中
的年輕人若願意對社會作出更多承
擔，組黨是其中的出路，但其他參
與者，如學者等都不願意加入政
黨，所以兩者期望不同。他希望新
的議政平台能夠發揮影響力，但若
到某階段，影響力仍然不足，要考
慮是否要走進建制，但目前沒有此
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儘管反對派三度聯署稱
要否決政改方案，特首梁振英昨日仍表示會爭取他們的支
持，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更會於今明兩日分批會見部分反
對派議員。不過，各反對派政黨宣稱這是在「裝彈弓」，
圖「營造」成功「撬票」的假象，「分化」反對派。有建
制派議員對會面並不樂觀，並批評反對派只為確保他們可
以「出閘」而逆民意而行。
梁振英昨日表示，他有信心可以取得反對派議員的支

持，令政改方案得以順利通過。領導「政改三人組」的林
鄭月娥，則定於今明兩日率先分批約見部分反對派議員，
包括民主黨、民協，「公共專業聯盟」的莫乃光與梁繼
昌，及工黨社會福利界議員張國柱。

涉民主黨民協街工功能界
同日，有傳媒報稱，特區政府計劃「撬」14名至15名
反對派議員支持政改方案，更點名目標是民主黨6名議
員，民協馮檢基，街工梁耀忠，及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
麟，教協葉建源，莫乃光、梁繼昌等，令人對此有所聯
想。
將與林鄭月娥會面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倘特區政府

手上有支持政改方案的反對派議員名單，就應該公開，否
則就是「不負責任」和「無恥」，又稱倘政改方案有「不
合理篩選」，民主黨6名議員會全投反對票。
另一名獲邀於明晨與林鄭月娥會面的馮檢基稱，特區政

府是在「裝彈弓」，將答應會面或有誠意商討的議員「擺
上枱」，「好似話畀市民聽，呢班議員係撬得到嘅對象，
他朝政改成功通過就是特區的功勞，若政改遭否決，這班
議員便是罪魁禍首，還被定性為千古罪人。」
工黨主席、立法會議員李卓人昨日證實，黨員張國柱獲

林鄭月娥邀請會面，但其餘3名工黨議員則未獲邀請。他
雖歡迎當局與工黨接觸，但稱林鄭月娥選擇與部分反對派
議員會面，目的是要「營造」成功「撬票」的假象。
無接獲邀請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稱，此舉旨在挑撥離

間：「他（梁振英）只不過想在分化『泛民主派』……必
定不會得逞。」

湯家驊憂黨派鬥爭更激烈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昨日稱，沒有人向他「撬票」。目前

中央要「撬票」，反對派要「箍票」，雙方但求自保，不
謀出路，故政改「沒有出路是自然結果」。他又稱，特區
政府一旦只爭取少數反對派議員支持通過政改，對香港的
損害會最大，屆時香港會比違法「佔領」時更混亂，立法
會各黨派鬥爭會更激烈，建制與反對陣營會更加敵對。

據了解，特區政府為了確保有足夠時間和議員討論，才分批約見立
法會議員，並不存在刻意個別約會某些人來「搞分化」的情況。

葉國謙批否決方案為私利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反對派堅持要否決政改方案，
是因為他們擔心無法在特首選舉中「出閘」，「（反對派）口裡經常掛
着民主，說要聽民意，要給市民選擇。但事情來到今天，為甚麼你（反
對派）要去到這一步，不讓香港市民選擇，要由你選擇呢？」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則揶揄部分反對派議員稱特區政府「搞分化」的

質疑，坦言若此舉可令施政更暢順和政改方案通過，「做得到，分化
有乜所謂？」

袁國強：勿再遐想可修改框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即

將出爐的政改方案會嚴格按照香港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特區「政改三人組」成員、香港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重申，中央經
全面考慮情況後，才對香港民主發展
作出重大決定，呼籲香港反對派議員
勿再抱有修改人大「8．31」決定的
遐想，而應理性務實，為香港民主進
步做實事。
袁國強昨日在北京對傳媒表示，

特區政府會爭取在本周或下周向立
法會提交第二輪諮詢報告和修改基
本法附件一的方案，並盡快正式公
布。他強調，政改方案的宗旨，是
盡量降低特首選舉的「入閘」門
檻，令最多人可以得到推薦，也希
望增加選舉的透明度和競爭性。
有消息指，特首普選的「入閘」

門檻會降至十分一提委提名，袁國
強未有正面回應，只說希望「入
閘」門檻會低過八分一，並設人數
上限，讓提名委員會多些選擇；屆
時或會以全港公開電視辯論等形

式，讓希望參選的人士有機會向提
委會委員和市民解釋政治理念和參
選政綱，增加整個制度的民主性。

重申中央決定經整體考慮
香港反對派至今堅稱要否決人大

「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袁國
強重申，人大「8．31」決定是中央
考慮整體情況後，對香港未來民主
發展的重大決定，看不到有什麼原
因可以修改，而特區政府也要兼顧
很多市民同意在「8．31」基礎上向
前行一步，爭取民主發展的訴求。
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盡力爭取所

有立法會議員支持政改方案，往後
會因應不同議員的意見，做不同的
游說工作，同時呼籲反對派中人不
要抱可以改變人大政改決定的遐
想，應讓香港市民可在2017年「一
人一票」選特首，「希望（反對
派）不要再有其他負面的政治取
態，希望在這關鍵時候，大家可以
理性點、務實點坐下來，為香港民
主進步做點事。」

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前對傳媒表示，特區政府準備好政改方案便
會提交立法會，讓議員和社會大眾可以較全面和深入討論。特區

政府以最大誠意，在最大程度上利用香港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給予的
空間制訂方案，相信會得到社會大眾支持。
他強調，香港市民願意看到香港有普選，願意得到「一人一票」選
特區行政長官的權利；特區政府會不斷努力，爭取市民大眾和立法會
議員的支持，以便獲得足夠票數通過政改，「今次如果錯失這個機會
的話，亦不知道下次何時可以有『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的機會。」

誠意會議員交流意見
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容任何讓步，而目標是向反
對派「撬」13票至14票支持方案。梁振英重申，特區政府的方案符合
香港基本法，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8．31」的決定，可以為香港歷史
性地落實特首普選，因此對政改方案獲得立法會通過有信心。
他續指，特區政府一直有誠意與反對派議員會面，就政改交流意
見，「事實上，過去很多場合，無論是譬如立法會主席請吃飯，又或
者我在禮賓府請吃飯、早餐、見面等，很願意與立法會各黨各派的議
員就政改和所有政府的工作交流。」

樂意安排與中央官員會面
梁振英又強調，如對促成政改通過有幫助，他樂意安排議員與中央
官員會面，但奉勸反對派議員要實事求是，在憲制框架下落實政改，
但坦言特區政府去年4月創造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的機會時，有些議員
杯葛參與、到茶餐廳派傳單，或在現場「有這樣那樣的動作等」，
「我非常願意做，在香港也好，或者在內地也好，安排和中央負責的
官員見面，但是都要實事求是，在（香港）基本法的範圍內、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範圍內，大家怎樣談，落實好政改，這個是重要的。」

特
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改方案預料下周三出

爐。特首梁振英昨日重申，特區政府將向立法會提交的政改方

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的決定，也符合

香港社會對民主的訴求。他強調，與香港反對派會面商談政改

的誠意一直存在，深信香港市民也很願意得到「一人一票」投

票選特首的權利，因此對政改方案能獲得立法會通過有信心，

也呼籲議員能實事求是，在憲制範圍內落實好政改。

林
鄭
今
明
晤
部
分
反
對
派
議
員

■■特首梁振英強調特首梁振英強調，，市民願意看到香港有普選市民願意看到香港有普選。。
圖為早前有團體請願表達普選訴求圖為早前有團體請願表達普選訴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首梁振英昨表示特首梁振英昨表示，，有信心政改有信心政改
方案可獲立法會通過方案可獲立法會通過。。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