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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輪功是一個邪教，最近又想在香港配合反對
派在否決政改方案上有所動作。近日，本港的親
「台獨」分子黃毓民、陳志全、范國威在立法會
提出質詢，進行辯論，為法輪功大說好話，企圖
為法輪功擴大活動空間，說什麼「港人不撐法輪
功，有朝一日你和法輪功一樣。」范國威說：
「法輪功掛一個橫額，關愛協會用幾個反擊。」
他擔心「日後一些反政府、反中共團體掛橫額時
可能受阻，進一步收窄香港的言論自由。」

法輪功推動教主崇拜、精神控制、誘使自殺、
生病不就醫，這是傷害社會、損害人民身心健康
的邪教行為。法輪功還重複製造謠言，說中國政
府秘密大量地摘取教徒的人體器官，拿到海外去
出售。法輪功造謠的手法相當荒誕，連台北市市
長柯文哲也成為其受害者。柯文哲去年10月競選
台北市長時，法輪功通過一個洋人訪問柯文哲，
然後炮製了一本名為《大屠殺》的書，製造謠言
抹黑柯文哲，說柯文哲和大陸官員接洽或「購買

器官」。柯文哲反駁，書中內容誇大吹牛過頭，
不得不請律師發函該作者，要求更正書中不符事
實之內容。
後來柯文哲使用非常巧妙的手法對付法輪功，禁
止法輪功在台北101大樓廣場活動。柯文哲去年12
月上任台北市長之後，從市府走到議會的途中，當
着記者的面，對着陪同的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
分局長李德威說：「我先跟你講一件事情，如果
再有法輪功的人被打傷，我就把你換掉！」李德
威立即一本正經說：「是！」其實，這是一個預早
編好的政治騷，李德威很快就離開了這個崗位，新
任信義分局長吳敬田今年3月上任後，連續兩天出

動警力，前往101大樓前廣場「維持秩序」，先行
將愛國同心會幹事張秀葉「依妨害公務罪送辦」。
翌日再度出動約80名警力到場，指法輪功10多名
成員在廣場上靜坐、放置標語，影響到營運及顧客
權益，勒令離開。結果，法輪功再不能在101大樓
前廣場擺檔。其實，柯文哲的清場手法，不是他獨
創，而是學習香港的結果。
法輪功的手法和舊社會的「青皮」一樣，專門

無中生有，含血噴人，纏擾不休。香港的「台
獨」勢力，看中了法輪功夠「爛」，企圖利用法
輪功為他們火中取栗。只要港人提高警惕，一定
有辦法化解反對派和法輪功狼狽為奸的圖謀。

法輪功和反對派狼狽為奸 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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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區政府在2013年12月啟動政改第一輪諮詢，到
昨天特區政府提出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方案，港經歷
了不平凡的16個月，包括79日的非法「佔領」行動。
這段時間，社會爭拗不休，社會秩序及法治一度被嚴
重衝擊。但廣大港人不僅以理智、堅毅、務實、守
法，化解社會動盪和分化，而且以當家作主的主人翁
態度，對特首普選方案積極建言。

匯聚港人心血展現中央誠意
僅在過去短短的兩個月諮詢期內，政改諮詢專責小組

透過不同管道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共收到超過13萬份
來自不同團體和人士的書面意見。昨天發表的政改方
案，正是各方智慧的結晶，凝聚了最大的政治共識，實
實在在體現了市民的意願和香港社會整體及長遠利益。

可以說，特首普選方案的制定，是在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最符合香港、最好的普選方
案，是成功匯聚了廣大港人和香港社會各界智慧和心
血的方案。古語有云：峻極之山，非一石所成；凌雲

之榭，非一木所構。特首普選方案，是集廣大市民的
智慧和期盼而成。

政改方案在基本法和「8·31」決定的框架下，努力尋
找最大的共同點及平衡點，做到盡可能寬鬆，既體現
了人大「8．31」決定的核心要素，包括提名委員會按
照現行的選舉委員會組成、特首候選人須獲過半數提
委支持、特首候選人人數為2至3名，又在特首選舉的
各個環節爭取到最大的「政治空間」，體現了更多開
放和民主的因素，充分展現了中央推動落實香港普選
的誠意。

體現更多開放和民主因素
在「入閘階段」，入閘門檻明顯降低。由現時需要

150名即八分一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降低至120名即
十分一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同時，每名參選人可獲
得的委員推薦數目上限為240名，以防止有人壟斷過多
的提名票，減少其他人入閘的機會。這樣的安排，理
論上最多有10人可以「入閘」，最少也有5名參選人可

「入閘」，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包括反對派人士，
都有機會入閘。

在「提名競爭階段」，不僅將舉辦選舉論壇，讓參
選人有公平及充分的機會向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以至
市民大眾解釋其政綱和理念，而且採取無記名投票方
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可自由投票，這有
利於反對派參選人爭取提名票。

至於在普選投票階段，全港 500 萬名合資格選民
「一人一票」投票選出，以得票最多者當選。這是真
正的「一人一票」普選，既保持透明度，有具有競爭
性，比起世界各地領導人的普選毫不遜色。
比較起來，英國實現普選用了281年的時間，美國用

了195年。如果香港特區的特首普選方案能夠獲得通
過，在2017 年就可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即在回歸後的20 年就可達致普選。原來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和第六十八條用的措辭是「最終」達致普選，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規定在「50年不變」的中期還不
到的時候就可以實行雙普選，這是中央誠意推動普選
的最好證明。

縱觀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中央才是香港最大的
民主派。中央對推動香港實現普選，有承擔、有決
心，有誠意、有善意，有言有行，有名有實，主動
提出，主動推動，充分尊重香港的主流民意。香港
最終實行雙普選，是中央主動寫入基本法。2007 年
人大常委會決定明確在2017 年香港可以普選行政長
官。2014 年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又為香港普選
特首開啟關鍵之門。對於落實特首普選，中央高度
重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尊重社會主流民意。從

特區政府展開政改諮詢至
今，中央通過各種方式和
管道，了解、聽取香港社
會的各種意見和主張，以
期全面、準確掌握香港的
實際情況和民意，作出符
合實際、有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決策。

反對派議員應回心轉意支持普選方案
本港不同機構進行的民調均顯示，有六成至七成受

訪者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反對派內部也就政改問題進
行過民調，結果亦有超過一半受訪者支持對政改方案
「袋住先」。支持政改的主流民意是很清晰的、毫無
疑義的，立法會議員應順從香港民情、民意、民心，
履行憲制職責，讓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順利通過。

令人遺憾的是，有些反對派議員公開表示反對「8．
31」決定，要求撤回「8．31」決定，重啟「五步
曲」。但是，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具有憲制性
的法律效力，與基本法一同構成香港實施普選的憲制
基礎，不可能修改、更不可能撤回。中央懇切希望香
港落實普選，但不會拿原則、底線作交易。反對派須
放棄中央在底線上作出妥協和讓步的幻想。

反對派議員應尊重和順應主流民意，回心轉意支持
政改方案，回應廣大市民希望在2017年「一人一票」
選特首的期盼。任何議員和政黨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關
鍵時刻，都應該展示政治勇氣和決心，以香港整體和
長遠利益為依歸，顧全大局，作出應有的承擔，共同
推動香港的民主向前走。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昨天是香港民主發展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日子，特區政府正式公布行政長官普選方

案。這個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融匯了各方智慧，凝聚了最大政治共識，爭取到最

大「政治空間」，展現了中央誠意，是最符合香港、最好的普選方案，是可以讓香港民主邁

出歷史性步伐的負責任和務實的方案。若方案在立法會通過，意味香港在回歸後20年就

可達致普選。這是世界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發展範例，更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社會各界和特區政府都要堅持到最後一刻，爭取在立法會通過方案，讓500萬選民「一人一

票」普選特首夢想成真。

■盧文端

特首普選方案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里程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學聯內部弊病叢
生，八大院校不滿學聯的學生陸續發起退聯「公
投」。繼港大成功退聯後，理大於上周四開始的
「公投」昨日結束，最終合共有1,733名學生投票，
其中約69%、即1,190票為贊成票，代表理大正式退
聯，成為本港脫離學聯綑綁的第二間大專院校。
理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於上周四開始於校內

舉行退聯「公投」，決定學生會去向，昨日為投票
的最後一天。關注組的成員全日在校內積極派發退
聯傳單及叫喊口號，並向學生解釋退聯立場。
關注組強調，退聯後可解除學聯對理大學生會的
綑綁，令學生會變得更獨立自主。關注組召集人陳
浩天批評，學聯弊病多多，特別是處理財政不善，
「理大繳交10萬元會費給學聯，學聯卻利用30多萬
元去舉辦5天的罷課行動。」他又指，即使同學對
學聯不滿，也無從問責和追究。

學聯取消赴城大諮詢證「做騷」
陳浩天續指，學聯起初得悉不同院校醞釀退聯

時，曾聲稱會落校接觸學生、做諮詢；但當城大
「公投」因其學生會阻撓而暫緩後，學聯即取消到
城大諮詢，反映學聯落校只為「做騷」，手法令人
失望。
關注組另一成員陳家輝則不滿學聯「自己人監察
自己人」，「學生難以接觸當中的決策過程，做法
『信唔過』。」他並不擔心理大正式退聯後，會失
去與其他院校合作的團結力量，「不想為團結而團
結，勉強留在學聯。」
支持退聯的土木測量系一年級生盧同學認為，投

票決定退聯是學生的責任，她承認有平台團結院校
是好事，「但學聯並不是我想要的平台。」她認為
一個好的平台在於能讓院校自由選擇出入，並非綑
綁院校的立場。來自護理系三年級的袁同學認為，
學聯公信力嚴重不足，從來沒有正面回應院校的不
同意見，「特別是學聯的領導層，愈做愈偏激，立
場根本不能代表學生。」
另外，早前因學生會刻意阻撓而暫緩退聯「公

投」的城大，不少學生均不知道「公投」改期，在
票站「摸門釘」。被炮轟退聯立場偏頗的城大學生
會，昨日終於宣布「公投」已改為4月28日至5月1
日，以及5月4日至6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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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雖順利
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審議財政預算案，並展開首
輪辯論，但在拉布議員點算人數10次、其他反對派議
員濫用發言權利的情況下，預算案昨日仍未能辯論處
理數百項「垃圾修訂」。不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
日明言，今早續會後會就首輪辯論再剪布，務求控制
會議進度，趕及下月底完成審議預算案程序。
立法會昨日下午先以36票贊成、12票反對、5票

棄權，二讀通過有關今年財政預算案的《2015年撥
款條例草案》，隨即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8
個類別逐一辯論。按照安排，立法會昨日先處理21
項沒有修正案的總目辯論，隨後便進入600多項修正
案的辯論。
在審議階段開始前，曾鈺成特別向議員指出，昨

晨收到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來信，提到如財政預算案
不能及時通過，多項公眾服務將受影響。曾鈺成強
調，立法會有責任在合理時間內完成審議撥款條例
草案的程序，如以5月底作為完成全部程序的最後期
限，立法會目前會有約100個小時可用。
為讓議員有機會在各項辯論中發言，他會對每項
辯論時間合適分配，如有某項辯論已進行一段時

間，議員已充分機會發言，會宣布該項辯論結束，
進行下一個辯論或環節。
曾鈺成又提到，議員點算人數會佔用議會時間，

呼籲議員合作，珍惜議會時間，負責任進行審議工
作。換言之，每項辯論包括點人和發言，都會在限
定時間內完成，曾鈺成不會容許議員辯論沒完沒
了，預示適當時候會再剪布。

「人力」社民連拉不停
不過，在昨日首日處理沒有修正案總目辯論的7小

時會議中，「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陳志全和社
民連議員梁國雄以行動「挑戰」曾鈺成：他們先後
利用《議事規則》第十七（二）和（三）條，在二
讀和全體委員會階段要求主席點算人數合共10次，
浪費議會時間約1小時50分鐘，單為點算人數已耗
費逾四分之一會議時間，以致會議結束時仍未能處
理拉布議員在內提出的618項修正案。
根據安排，議員可就指定項目範圍進行辯論，每

次發言15分鐘。雖然曾鈺成重申議員需預先組織見
解和發言內容，善用時間，但在反對派議員拉布
下，全日7小時的辯論中，會上只有15次議員發

言，分別在水務署、港台和衛生署等相關項目上表
達意見，辯論效率比正常情況低。
除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詮就法

援自選律師安排問題，簡短發言6分鐘外，其餘14次
發言均為反對派議員。其中，陳偉業、陳志全、梁國
雄、公民黨郭家麒、工黨何秀蘭各發言2次，獨立議
員黃毓民更發言3次，公民黨毛孟靜亦發言1次。

發言「灌水」屢點人數
在辯論期間，反對派議員拉布手段更無所不用其

極。其中，陳志全就曾鈺成的剪布手法東拉西扯，
爭論辯論安排，部分發言與預算案完全無關，又和
何秀蘭在港台管理數字上咬文嚼字，互相拉扯。曾
鈺成一度應建制派議員要求，提醒陳志全返回正
題，但陳志全又以點算人數迴避。
梁國雄同樣以辯論安排為由借機拉布，也被曾鈺

成指發言內容與衛生署服務毫不相干。黃毓民則聲
言會就可以發言的項目逐項發言，濫用議員發言權
利。毛孟靜則包庇梁國雄拉布，聲稱他大量修訂被
曾鈺成削減「不公道」。
辯論今早9時繼續。曾鈺成預計，今日續會後再花

約1小時，可就沒有修正案的總目進行表決並納入附
表，以繼續第二個類別的辯論，立法會屆時便可進
入處理垃圾修訂的程序。

拉布無行應即停
百萬基層等糖食財

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昨日通過財政預算案二讀並

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面對激

進議員針對預算案以「垃圾修訂」

和無聊發言所進行的拉布行動，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在會上強調，香港

經濟面對下行風險，百萬基層市民

期待惠民措施落實，拉布持續更可

能令特區政府再陷「財政懸崖」，

立法會通過預算案應對難關是社會

當務之急。但拉布議員為政治目的

為反而反，進行無意義和無人得益

的行動，令社會各界蒙受不必要損

失。他再次懇請拉布議員以香港整

體利益為重，停止拉布，讓預算案

及早通過。

曾俊華昨日就有關財政預算案的
《2015年撥款條例草案》恢復

二讀辯論致辭時指出，去年的「佔
領」行動令部分行業包括零售業的
生意受到影響，訪港旅遊業表現亦
不理想，清明節假期整體訪港旅客
數字下降超過一成，是5年來首次錄
得跌幅，為香港經濟敲響警號。

多招應對經濟下行風險
他續說，環球經濟疲弱，香港整

體經濟近年只能溫和增長，外圍環
境充斥不明朗因素。為應對經濟下
行風險及回應社會訴求，他已在預
算案提出多項鞏固經濟和跨階層惠
民措施，包括在預算案撥款8,000萬
元加強向周邊地區的旅客宣傳香
港，以及推出消費購物優惠吸引旅
客，立法會通過預算案撥款是當務
之急。
曾俊華指出，一如過去兩年，個
別議員就今年的撥款條例草案提出

大量修訂，今年更提出破紀錄的三
千九百多項，雖然經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裁決後，修訂減至618項，但個
別項目討論仍然需時，單是投票仍
需約20小時。

臨時撥款僅捱到下月底
他特別指出，立法會早前批准816

億元臨時撥款，只能應付特區政府
下月底前的開支。在6月初，政府部
門和眾多公營機構會陸續出現資源
不足，無法維持正常服務，影響政
府和受資助機構人員發放6月份的薪
金，稍後甚至會影響社會福利金的
發放。
曾俊華強調，預算案能否及時通

過，涉及重大的經濟和民生問題，
除關係到特區政府運作、醫療、教
育、民生、執法和司法等公共服
務，更會影響全港各階層的福祉。
特區政府會盡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
工作，同時亦會着手準備應對可能

出現的情況，盡力減低資源不足對
廣大市民的影響。

勿為反而反 拉布累全港
為免特區政府再陷「財崖」危

機，曾俊華重申，懇請議員以整體
社會利益為重，支持盡快通過條例
草案，更希望個別議員「不要『為
反而反』，進行無意義、無人得益
的拉布行動，為了個人的政治目
的，令社會各界蒙受不必要的損
失。」
曾俊華最後強調，預算案通過

後，特區政府可早日落實公布的多
項支援和紓困措施，令市民和行業
可及早受惠，包括超過100萬名合資
格的綜援、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和傷殘津貼受助人。對旅遊業界
和受「佔領」行動影響的行業來
說，預算案中提出的推廣宣傳和支
援措施，對於他們目前面對的艱難
情況，也是非常重要的。

激進派玩嘢嘥時間 阿曾話「出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