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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昨日發表了《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
報告及方案》，標誌着這次政改工作已進入最後、最
關鍵的時刻。我們以《諮詢報告及方案》封面的口號
是「2017，一定要得」，是要反映廣大市民對如期實現
普選行政長官的期盼，不願這個香港民主發展歷史性
進步的機會白白流走。政府提出的普選行政長官方案
大概在兩個月後便會在立法會進行表決，我懇請各位
市民積極發表意見，支持通過普選方案。

民意支持 依法推行 求同存異
在過去一年半的討論中，有三點是非常明顯的。一

是廣大市民一直都十分期盼在2017年能順利落實普選
行政長官，歷史性第一次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
行政長官。二是行政長官普選源於《基本法》的規
定，因此，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嚴格按照
「一國兩制」的方針，符合《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符合特區的憲制和法律地位。三是作為一個多元開放
的社會，對政制發展這極具爭議的議題有不同意見是
可以理解的，但政制要向前發展，大家就必須求同存

異，尋求共識。特區政府的工作，就是要設計一套合
憲、合法、合情、合理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從而如
期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的普選目標。

特區政府昨天提出的具體方案，完全符合《基本
法》和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
定》的有關規定，並用好了《決定》提供的空間，採
納更民主、更開放的做法，從而增加行政長官普選的
競爭性。我們相信方案能回應社會各界人士要求如期
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的強烈訴求，以及在眾多不同的意
見中力求平衡，能爭取多數市民、立法會、行政長官
及中央接受，讓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得以落實。

公開公平公正具透明度競爭性
按照特區政府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負責提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委員會由1,200人，沿用現時選
舉委員會安排，按四大界別下38個界別分組組成，符
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要求的均衡參與、兼顧各
界各階層利益的原則。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將分兩
階段進行，在「委員推薦」階段，採納較低的「入

閘」門檻，讓更多有志人士可成為參選人，爭取提名
委員會支持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1,200名提名委員會
委員每人只可推薦一人，獲得120名委員聯合推薦後可
成為參選人，每名參選人最多只可獲得240名委員聯合
推薦，換句話說，制度可容許最少5個和最多10個參選
名額。在提名過程中，每名參選人將有足夠的時間和
平等的機會，向提名委員會委員和市民大眾介紹政
綱，爭取支持。提名委員會委員可選擇支持所有參選
人或部分參選人，並至少投票支持兩名參選人，獲提
名委員會半數以上支持的兩至三名參選人將成為行政
長官候選人。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
方式在候選人當中選出行政長官，得票最高者當選，
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個普選方案合憲、合法、
合情、合理而且公開、公平、公正、具透明度、有競
爭性，值得向社會推薦。

社會上有部分人認為中央或特區政府應該承諾將來
選舉辦法可以優化，以增加市民對落實方案的決心。
事實上，行政長官實行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
票」方式普選產生後，即已實現《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的規定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
的目標。至於普選制度確立後的優化問題，《基本
法》附件一第七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 年的《解
釋》已清楚提供可啟動進一步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
的法律基礎。當然，是否有需要進行修改及啟動相關
修改程序，要視乎當任行政長官根據當時的實際情
況，作出考慮。

香港社會自回歸以來就普選相關議題已討論多年。
走過那麼漫長的「普選之路」，我相信大家和我一
樣，充滿期盼，希望可以讓普選在2017年付諸實行。
如果方案被否決，不但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更無法估

計要到何年何月才會再次啟
動「五步曲」，實現普選行
政長官。相反，若2017年能
夠落實普選，由普選產生的
行政長官及其領導的特區政府將有足夠的政治能量進
一步推動政制向前發展，包括實現全部立法會議員由
普選產生的目標。

盼議員考慮主流民意通過方案
立法會在香港的政制發展擔當重要的憲制角色和責

任。要成功落實普選，我們必須得到全體立法會議員三
分之二多數通過方案。社會上有不同機構進行的民調，
大部分反映一直以來有一半或以上的受訪者接受按照
《基本法》和8．31《決定》落實普選行政長官辦法。
民意的取態是非常清晰的。我和廣大市民一樣期望議員
考慮多數市民的意願和政治現實，作出應有的承擔，展
示所需的勇氣，以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依歸，讓香港
市民可以普選行政長官、讓民主發展可以向前走。

從第一輪諮詢「有商有量，有根有據，實現普
選」，到第二輪諮詢的「2017，機不可失」，香港經歷
了不平凡的16個月。在這段時間，社會爭拗不休，甚
至出現社會秩序及法治被衝擊。不過，香港廣大市民
的理智、堅毅、務實、守法等素質也展露無遺。現
在，政府已實實在在提出具體方案，回應廣大市民對
落實普選的強烈訴求。儘管前路艱辛，我期盼在中央
堅定不移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在各位
立法會議員願意放下成見、求同存異、理性溝通下，
我們能夠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目
標，共同創造香港政制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小題為編者所加）

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

為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行政長官在2013年10月宣布由我、律政司司長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組成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專責小組）。在過去18個月的工作中，我們進行了兩輪
公眾諮詢，出席了超過300場諮詢會及地區活動，收到超過26萬份書面意見；專責小組與
立法會議員進行了早餐會、晚餐會、分批約見；特區政府亦安排了立法會議員與中央負責政
改的官員在香港、上海和深圳會面等等。其間發生了歷時79天的違法「佔領行動」、立法
會「泛民」議員的「全面不合作運動」和形形色色的抗爭活動，為本來已是相當複雜和敏感
的政改討論，增添緊張和令人焦慮的氣氛。儘管如此，專責小組和相關同事仍然抱着迎難而
上的精神、實事求是的態度，向達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邁進。

2017 一定要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多個主要商會昨
日發表聲明，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他們認為，
方案降低了「入閘」門檻及設置推薦上限，可鼓勵更多
人參與，又引用商界民調指，逾九成人認同按照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落實普選特首，呼籲
立法會議員以民意為依歸，通過方案，不要讓香港再原
地踏步、蹉跎歲月。

總商會：政治穩定利投資者營商
香港總商會昨日表示支持特首普選方案，並歡迎降低
「入閘」門檻及設置推薦上限，讓不同政見人士更易獲
得足夠推薦「入閘」參選。該會相信，落實政改方案普
選特首，有助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而政治穩定是投資
者選擇在港營商的重要因素，不希望香港為政改爭拗不
斷。

總商會主席彭耀佳呼籲，立法會各黨派議員順應民
意，攜手通過方案，讓500萬名選民可以在2017年投票
選出特首。最近，多項民調發現，過半數港人期望政改
方案通過，是次普選特首的機會不容錯失，「市民一人
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願望就掌握在立法會議員手中，我
希望議員能反映民意，支持通過行政長官選舉方案，締
造香港選舉歷史里程碑。」
香港中華總商會歡迎方案，又認同方案嚴格按照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並相信120名提
委推薦的「入閘」門檻可鼓勵更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參
與，以及增加他們成功參選的機會，又贊同普選採取一
輪投票操作簡便，行政成本較低。

中總：將夥主要商會再做調查
中總會長楊釗指出，近期社會要求落實2017年普

選特首的聲音日益增加，期望立法會議員聆聽社會主
流意見，通過方案，共同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的目
標。
他續說，該會本月初聯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向會

員進行問卷調查，逾九成半會員認同應按照基本法和
「8．31」決定落實普選特首，稍後將聯同香港主要商
會進行第二輪問卷調查，進一步了解會員對方案的意
見。

廠商會：引入更具民主內涵安排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同樣歡迎方案，並指出方案是特

區政府廣泛諮詢民意後得出的結果，內容符合基本法和
「8．31」決定，除了延續過往特首選舉方法的優點
外，又引入更具有民主內涵的安排，如降低推薦門檻及
設立推薦上限，務實而進取，值得支持。

廠商會表示，該會聯同中總進行的調查發現，超過九
成回應者認為，如果社會多數民意顯示支持方案，則立
法會議員理應跟從民意對方案投下支持票，否則將會對
香港沒有好處，希望議員以民意為依歸，通過方案，不
要讓香港再原地踏步、蹉跎歲月。

中出：英管治無民主 回歸18年即有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表示，擁護方案，形容方案鼓舞
人心，是顯示香港民主進步的好消息。該會指，香港在
英國管治的150多年內，英國人從來沒有給予港人民
主，每一任港督都是英國派遣的，但所謂「民主派」對
於英國人派遣的總督，從來都沒有說是不民主，更沒有
提出爭取普選。
該會強調，香港回歸祖國僅僅18年，就能發展到
「一人一票」選舉特首，是了不起的民主飛躍，強烈呼
籲立法會議員以香港福祉為依歸，齊心支持方案，實現
由500萬名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以推動香港民
主向前行，以及推動各界齊心發展經濟，為香港社會特
別是年輕一代創造更多發展機會。

四大商會：九成人挺按決定普選 民意不可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特區
政府昨日公布政改方案，人稱「四
叔」的恒地主席李兆基(上圖)昨日表
示，若政改方案獲得通過，香港經濟
繁榮穩定，股市將好快升上 30,000
點。
李兆基昨日下午透過發言人發表他

對政改方案的看法。他說：「若然政
改可獲通過，香港定會好穩定、好世
界，對經濟會有利，香港亦會繁榮安
定。」他更大膽預測，「恒指好快會
見29,000至30,000點 ！」
不過，若然政改不獲通過，「四

叔」認為市場無好消息刺激，股市就
會「牛牛皮，唔得住，恒指亦唔會咁
快見到30,000點。」

盼港人放低歧見發展政制
四叔一直非常關心香港政制發展。

他在上月記者會中說，希望香港人放
低歧見，齊心發展政制：「依家香港
人最緊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少數
人服從多數，先可以令香港有好處。
政治左搞右搞無好處，大家應該相就
下，和和氣氣。大家一條心，香港就
會有前途。」
四叔語重心長地說，香港地理位置

優越，只要保持金融中心地位就有前
途，「新加坡冇我哋咁好。依家有班
人淨顧自己唔顧大局，如果肯犧牲，
香港就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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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反對派有參選空間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

聯副主席盧文端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形容
政改方案「不俗」，指其中已包含了相當
的民主成分，包括採取比較寬鬆的「入
閘」門檻及設置推薦上限，避免有人取得
太多提名委員推薦，確保其他人可以「入
閘」競爭，也留有不少細節於本地立法程
序內處理。
盧文端認為，昨日離場抗議的反對派議
員沒有細看方案，否則應會發現仍有讓他
們參與的空間，如他們可有兩人「入
閘」，其後可再以政綱及個人表現爭取提
委支持。他呼籲反對派應在制度內行事，
並負起歷史責任，投票贊成方案，「大多
數民意支持通過政改，你仲要投反對票，
就唔好叫『民主派』啦！」

楊耀忠：方案達「三個符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教聯會名譽會長楊

耀忠表示，方案達致「三個符合」：符合

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即政制需要循
序漸進發展，首次特首普選需要謹慎；符
合港人希望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訴求，沒有
理由不讓方案通過，港人應該珍惜機會。
他批評，反對派堅持否決方案太自私，

漠視500萬名選民的投票權，在政改方面
提出的理念又不切實際，呼籲他們理性行
事，對方案投下贊成票。

雷添良：利各方參選增「出閘」機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兵咸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高級顧問雷添良指，方案既完全符
合基本法及「8．31」決定，又用盡此框
架下的空間，在「入閘」及「出閘」方面
設計得盡量鬆動，如設下十分一「入閘」
門檻及推薦上限，以及於「出閘」時採取
不記名逐一表決方式，有利各方參選及增
加「出閘」機會。
他強調，政改「行唔到第一步，講唔上
未來會點行」，而目前民調顯示大多數市
民希望於2017年普選特首，希望反對派明

白循序漸進的原則，並且「聽好啲、聽準
啲」民意，否則當他們令方案被否決時，
就要解釋為何與民為敵。

顏寶鈴：合法合情合理合民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九龍婦女聯會榮譽

會長顏寶鈴說，方案符合基本法和「8．
31」決定，並降低「入閘」門檻，提高民
主程度，充分體現民意，兼顧社會各階層
利益，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是合法、合
情、合理、合民意的方案。
她續說，多個民調顯示，超過七成市民

認為應通過政改，但反對派在方案公布前
就揚言否決，公布後更聲稱即使違背民意
也要堅持否決，實在可笑，希望他們尊重
民意通過方案，讓香港減少政治爭拗，集
中精力發展香港經濟、改善民生。

王庭聰：符人大決定 實現港人理想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會長

王庭聰認為，方案既符合基本法及「8．
31」決定這個現實，又能實現港人「一人
一票」普選特首的理想，值得支持。
對反對派一再聲稱要否決方案，他指出
港人願望很清晰，就是要實現普選，反對
派一意孤行會損害500萬名選民利益。他
指反對派能否回頭是岸支持方案，是方案
獲通過的關鍵，希望他們不要「吊高來
賣」，切切實實港人需要，不要做歷史罪
人。

蔡素玉：「8．31」下「做到盡晒」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中委蔡素玉
表示，方案在基本法及「8．31」決定下
「做到盡晒」，比自己想像中還要寬鬆，
如十分一「入閘」門檻比現行選舉委員會
八分一還要低，可令反對派隨時有兩三人
「入閘」，而「出閘」方面更是讓提委可
對全部參選人投票。
被問及反對派仍然堅持否決方案，她擔心

方案會因此而被否決，並認為反對派「計數
計到盡」，或會計算自己投下贊成票後失去
多少支持者，但如果因此而犧牲500萬名選
民普選特首的機會，未免太自私。

葉順興批梁家傑混淆視聽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會長、新社聯副會

長葉順興指，方案可令最多 10人「入
閘」，推薦上限則容許最少5人獲足夠提
委推薦，比目前做法進步，而「出閘」人
數緊跟「8．31」決定外，逐一表決的安
排也讓提委更有彈性選出該兩名至三名候
選人。
她批評，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

傑玩弄文字、混淆視聽，聲言接受方案是
「政改盡頭」，但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已
表明日後仍可改善。日前訪問北京的她又
引述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說，中央在政改等
原則問題上不會讓步，她希望反對派務實
一點，支持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區政府昨日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方案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又盡量擴大民主成分，如相對寬鬆的十分一「入閘」門檻、
設置推薦上限及「出閘」時採取逐一表決等，對每個參選人更加公平有
利。他們呼籲堅持否決方案的反對派負起歷史責任，對方案投下贊成
票，讓500萬名選民於2017年歷史性普選特首。

各界讚方案用盡空間增民主
籲反對派看清方案 順應民意投下贊成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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