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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參選門檻 增強選舉競爭

特區政府公布的普選方案，既嚴格遵從人大「8．31」
決定框架，又盡可能增加民主成份以及參選空間，
是一個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方案。其中，方
案將特首參選人的「入閘」門檻大幅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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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有志參選的
人士更容易入閘參選。任何符合基本法規定資格的
人，都可以向提名委員會委員爭取提名，沒有任何
不合理的限制。同時，為了容許更多人士參與選
舉，以給予提名委員會有較多選擇，方案還特別建

議每名委員只可推薦一名參選人，並設立現行制度
沒有的推薦上限，每名參選人可獲得的委員推薦數
目上限為240名。這樣的安排，可容許最少有5個和
最多有10個參選名額。其中，可以有一至兩位反對
派人士入閘參選。
參選人在入閘之後，有一個競選過程，通過舉辦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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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提名
過程既保持透明度，又具有競爭性。參選的反對派人
士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爭取提委和市民的支持。只要
不帶政治偏見的人，都會認同政改方案已經盡量擴大
民主成份，讓有志參選人士更容易「入閘」，這個方

案也給予了反對派很大的空間，是值得社會各界包括
反對派議員支持的普選方案。

不要幻想中央會在底線上讓步
不容迴避的是，普選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社會

上不同政治光譜和不同持份者對普選方案的立場和意
見確實分歧很大。現在的問題是，我們要落實普選，
就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基礎上尋求共識。特區
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可以說達到了以下幾個重要的
要求：
一是方案符合基本法和「8·31」決定的有關規定，
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
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區域的憲制地位；二
是方案符合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設計的四大原
則，即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
發展、循序漸進和適合香港實際情況；三是方案在實
際操作上是切實可行、具透明度，並有利於確保選舉
能公開、公平、公正地進行；四是方案能有助回應社
會各界人士要求如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讓香港政制
向前發展，不要原地踏步的強烈訴求；五是方案在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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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反對派人士至今仍然幻想像2010年審議政改
方案時般，中央會在最後時刻作出重大讓步。這顯然
是不現實的。必須要看到的是，2010年的政改方案，
人大決定並沒有具體方案內容作出規定，而人大「8．31」
決定已經為特首普選安排訂定了框架，對其中的核心

要素都有明確規定。人大決定
具有憲制性的法律效力，是不
可能改變的，中央不可能在人
大決定的原則底線上作出讓
步。

工商界以整體利益為重支持普選
政制發展與經濟民生和營商環境息息相關。政制原

地踏步，不僅市民無緣一人一票選舉特首，更會因為
普選落空而令政爭沒完沒了，社會更加撕裂，勢必影
響香港的投資環境，動搖外來投資者的信心，最終令
香港被邊緣化。香港工商界確實有人擔心普選令香港
滑向福利主義，損害香港的競爭力。不過，這次工商
界人士相繼發聲支持落實普選，態度鮮明地支持政改
向前，反映工商界從香港整體利益和700萬港人福祉的
角度看待普選，和廣大市民一樣，期待香港在基本法
和人大「8·31」決定的基礎上順利落實普選，從而解
決困擾香港多年的政制爭拗，令香港社會能夠集中精
力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
事實上，不同階層、不同界別的人士，都會有不同

的利益考慮。但如果每個人只是盯着自身的利益而不
顧香港大局，普選將不可能實現。反對派對於政改固
然有自身的考慮，但不可以一己之私否決廣大市民期
待的一人一票選特首。政改獲得通過，對香港的民主
進程、對市民的福祉以至對反對派溫和力量的發展，
都是有好處的。溫和反對派議員應該理性務實支持通
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

林建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普選方案有四大亮點 工商界顧大局挺普選
特區政府昨日正式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方案主要有四大亮點：一是方案既嚴格按

照人大「8．31」決定框架辦事，又盡可能擴大民主成分，為香港鋪平了特首普選之路；二

是將特首參選門檻由八分一提名降低至十分一，令更多有意參選人士能夠「入閘」競選；三

是在「入閘」後引入競選安排，讓候選人通過發表政綱和宣傳，參與論壇等，爭取提名委員

支持，體現公平、公正、透明的競選；四是提名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提名委員可自由提名心儀的參選人。行政長官普選安排是本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制度，

可以讓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在2017年歷史性第一次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行政長

官，這不僅是香港政制發展的重大跨越，也是國家的歷史大事。工商界雖然有人擔心普選衍

生福利主義，但工商界從香港整體利益和700萬港人福祉的角度出發，旗幟鮮明支持政改向

前，期望通過落實普選解決困擾香港社會多年的政制爭拗，令香港社會能夠集中精力解決各

種經濟民生問題。希望掌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能夠以大局為重，給普選放行。

劉漢銓 全國政協常委

立會議員應順民意通過普選方案

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的
莊嚴承諾，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決定的基本要求，更是廣大香港市
民的殷切期望。方案回應廣大市民對落
實普選的強烈訴求，充分考慮特首普選
的有關原則和因素，是合法、合情、合
理的方案，理應得到廣大市民和立法會
議員的支持。
方案符合基本法和人大「8·31」決
定的有關規定，符合基本法有關特區政
治體制設計的原則，回應了社會各界人
士要求如期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讓香港
政制向前發展，不要原地踏步的強烈訴
求。
方案在眾多不同的意見中力求平衡，

特別是方案把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的程序，分為「委員推薦」和
「委員會提名」兩個階段，這在實際操
作上切實可行、具透明度，能夠確保選
舉公開、公平、公正地進行。

方案突出開放和民主因素
在「委員推薦」階段，方案採取了較

現時須獲得選舉委員會150名委員聯合
提名為低的推薦門檻，每名參選人獲得
十分之一即120名提委推薦，就可以成
為參選人，這可以鼓勵更多有志之士成
為參選人，突出了開放和民主的因素。
在「委員會提名」階段，提名委員會

採用無記名投票方式提名產生二至三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有利於委員可就每名
參選人作逐一考慮，參選人也可更公平
地向委員爭取提名。這也包含了開放和
民主的因素。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
過半數支持並獲得最高票的二至三名參

選人，可以成為候選人。「過半數」是
基本法有關機構提名規定的要求，「過
半數」對建制派與反對派一視同仁，無
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對派的參選人，都必
須得到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的支
持，才能「出閘」成為特首候選人，這
既體現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本民主原則，
也體現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則。

前所未有的民主發展範例
「一國兩制」是前無古人的事業，而

若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意味着香港
在回歸後20年就可達至普選，這是史無
前例的了不起的成就，是世界歷史上前
所未有的民主發展範例。比較起來，英
國單是普及選舉權就經歷了150年，法
國普及選舉權經歷了185年，美國普及
選舉權經歷了184年。
縱觀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可清楚看

到中央是一直在積極推動香港普選。港
英殖民統治一百多年間，港人毫無民主
權利，香港總督和政府主要官員都是英
國委任。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合聲明，
只提到「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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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為香港普選行政長官正式打開大門。
特區政府根據「8·31」框架制定的具
體方案若能在立法會通過，將是「一國
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

憲制底線不容挑戰
特首梁振英昨天會見傳媒時強調，撤

回或者修改人大
「8 · 31」 決
定，重啟五步
曲，以至修改基
本法的建議都是
不切實際，中央
的原則底線不會
有任何讓步。人
大決定與基本法
的規定，為香港
行政長官普選構築了堅實的法治軌道。
這些都是憲制性的法律，必須得到尊重
和嚴格遵守。反對派揚言綑綁否決按照
人大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要脅中央修
改、撤回人大決定，這是挑戰憲制底
線，中央決不會讓步。反對派應該放棄
不切實際的幻想，回心轉意支持政改方
案，回應逾半數市民希望在2017年一人
一票選特首的期盼。
梁振英表示，今次如果被否決，反對

派議員想要的方案，能否獲得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得到當時的行政長官同
意、獲得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都是未知之數。實際上，如果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被否決，錯
過了今次的黃金機會，不但政制發展
原地踏步，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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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若政改方案
不能在立法會通過，香港喪失的不僅
是普選的機會，更喪失社會經濟發展
的機會，加速邊緣化的危機。正如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我們應該
好好整體衡量方案獲得通過，抑或原
地踏步，哪一個結果對香港社會整體
及長遠利益比較好。」
自特首普選提上日程以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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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法和人大「8·31」決定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辦法。支持政改的主流民意是很
清晰的、毫無疑義的。香港政制發展已
到了關鍵時刻，到底是向前走抑或原地
踏步，掌握在每一位立法會議員手中。
所有議員應承擔憲制責任，順應主流民
意，讓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

特區政府昨天公布特首普選方案，方案回應廣大市民對落實普選

的強烈訴求，為香港民主發展向前跨出最大、最堅實的一步。在這

歷史性的關鍵時刻，社會各界期望立法會議員作出應有的承擔，顧全

大局，讓香港的民主發展可以繼續向前走。所有議員都應順從主流民

意，通過普選方案。反對派議員若堅持否決政改方案，悖逆主流民

意，不但要承擔剝奪市民一人一票普選權利的歷史責任，而且必將在

未來選舉中被廣大選民遺棄。

社會討論多時的2017年普選方案終於揭曉，2個多月後
將於立法會表決。這期間，政府將落區向市民介紹方案，
以爭取民意，希望取得最終的通過。

政改方案爭取到最大民主成分值得肯定
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在人大「8．31」決定框架下尋找

最大的空間，盡量拉低了入閘門檻，即推薦人上限為240
人，下限為120人，換言之，只要獲得十分一的提委支持，
便能「入閘」成為參選人，跟其他人比拚，然後經提委們逐
一投票，獲過半支持的二至三人便可出閘，最後經全港500
萬選民普選，以取得最多票數者勝出。可以說，政府建基於廣大民意，盡全力在合
法、合理、合情的基礎上，讓普選方案民主成分最大化，這是值得肯定的。
政改進入「五步曲」的第三步時，也讓所有關心政改的人士都越發擔憂，這一
步是否能走完？也就是說政改方案能否得到立法會的通過？大家都知道，如果所
有反對派議員還是一如以往表態「綑綁否決政改方案，那這些年來所有人為推進
政改所做的努力就會白費。更令人憂心的是，若政改拉倒了，未來的香港，爭拗
將再升級，反對派「不合作運動」持續，社會沒辦法靜下來，最終拉垮整個社會
的經濟，屆時香港700萬人都將深受其害。
前幾周，反對派政黨內已傳出一些希望支持政改的聲音，這的確是好事，至少
讓我們看到一些人士在冷靜思考後，看到了應以大局出發、以民意為基礎、擺脫
激進派的綑綁，並建議在政改問題上作出明智的抉擇。我希望，在未來的兩個月，
這樣的聲音可以越來越多，在立法會議員中引發正面、積極的迴響。我很明白，許
多議員在自己所在的政黨，有自身壓力，在「槍打出頭鳥」之下，難免擔心因自己
支持政改會遭受激進派的猛烈攻擊。因此，在這個關鍵時刻，希望一些理性務實的
政黨，例如民主黨等，可以帶頭及時「轉身」，為落實普選帶來轉機。
特區政府未來兩個月將會展開大量的宣傳，向普通市民介紹方案。我希望，在
最後兩個月，大家緊抓機會，讓最多的市民真正的認識、了解、支持方案，並鼓
勵他們走出來主動發聲，這一定是改變形勢的最有效方法。畢竟，政改通過與否
並非議員個人事情，而是全港市民的事情，因此，所有的立法會議員「有票也不
可任性！」

議員應理性務實讓政改邁出一步
有些議員糾結於「袋住先，是否就是袋一世」的問題。我在內地生活了20年，

對國情、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內地在改革方面一向都是一步步來，就以自貿區
為例，先讓上海成立，試下來效果不錯，再複製到廣東、福建等地。今天，香港
討論的議題是政制改革，長遠來看也會關乎內地的政治改革，又怎麼可能不是
「一步步」行呢？回顧香港回歸後經歷多次政改，哪一次不是一步一腳印，方得
到今天的局面。
我很清楚的記得，特首梁振英在2012年競選時，曾多次落區接觸市民，並接納了
不少扶貧意見。試想一下，如果下一屆特首選舉時，需要經過全港500萬人一人一
票選舉出來，任何被選出的特首相信會更重視民意，這對香港民主發展來說已產生
實質影響。有政黨說，他們已爭取民主普選30年，今天有一個能讓500萬合資格選
民有票、有權選擇自己心水特首的選舉制度，難道不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嗎？
高人話，若然一步不行，自然不可能再行第二步。大家要深思，原地踏步是否
比先行一步為佳。我不想將來我們在那裡後悔：「誰搶走了我的那一票」。

廖
榕
就
博
士

B
B
S

香
港
工
商
總
會
首
席
會
長

政改方案正式公布。本人認為，普選行政長官的核
心，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牽涉國家安全，希望廣大
市民認真思考，選舉需要按《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進行，不能遵從所謂的普選國際標
準。
制定普選行政長官的時間表，是上一次政改諮詢中大
部分香港市民的共識，亦是中央落實2007年12月29日全
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中的一個莊嚴承諾，是落實立法
會選舉可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先決條件。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不爭的事實，行政長官
必須是一個堅定的愛國愛港人士。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基本法》第45條任命
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長官，去管治香港這個地方。《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
需要向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負責，需要執行《基本法》及中央人民政府就
《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並代表特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
外事務和其他事務。《基本法》亦規定，行政長官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從種種規定來看，已足以說明行政長官必須愛國
愛港，才可確保行政長官可以忠實地履行這個重要職務所帶來的憲制權責。
本人認為衡量普選制度最重要的標準就是要適合本國、本地區的實際情況，
一切從實際出發。因為，第一，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普選模式是根據本地實際
情況而制定的，因而世界上並沒有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所謂普選國際標準。第
二，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行政區域，不能自行決定其政治體制，也不
能與其他國家的普選制度簡單類比，香港遵行的普選制度是地區選舉，不是一
個國家的選舉，也不是一個政治實體選舉，必須處理好與中央的關係，確保不
會因為普選而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安全隱患，應該依據香港基本
法和全國人大「8．31」決定進行。
香港普選的實施必須符合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必須符合香港在中國憲

政體制下的法律地位，必須符合「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香港政制發展必
須由中央主導和最終決定。因此，2017年特首選舉不能遵從所謂的普選國際
標準。所謂的普選國際標準，只不過是西方霸權主義所訂定的，強加於弱國
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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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正式推出，現今社
會上討論得最為熱烈、意見最為分歧之
一，是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本人認為如
果往後討論仍然是各方堅持己見，不願回
歸到基本法的法律基礎，不願接受求同存
異的政治現實需要的話，那麼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這個目標，會變成「鏡中花、
水中月」。大家清楚知道基本法第45條明
確提出提名權屬於提名委員會。因此，任何
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實質提名權的建議，
在法律上難以過關。相信大家都認同，法律
就是需要大家遵法、守法、依法辦事。
有不少市民認為應嚴格按照基本法規

定，由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提名權只屬於提名委員會，這是清晰和顯
而易見的。但是，有團體提出「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三軌提名」等建
議，認為行政長官選舉不應設有任何「篩
選」，但未有就「篩選」作出定義或分析。
本人認為這是「口號式」建議，缺乏充足理
據，更不符合基本法，沒有充分顧及基本法
已規定的政治體制原則和條文內容。
按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的框架，制訂政改方案，讓全港約
500萬合資格選民，在2017年能一人一
票選出行政長官，是我們全港市民的美
好願望，希望大家能夠透過理性務實的
討論，匯聚不同的意見，集合各界的智

慧和凝聚最大共
識，讓2017年普
選行政長官的目
標能如期落實。
反對派提出的

所謂 「公民提
名」是否合情、
合理、合法，是
否具有可操作
性，是否對我們
造成誤導，值得廣大市民認真思考，如反
對派堅持要否決符合人大「8．31」決定
的政改方案，令廣大市民希望普選的願望
落空，反對派更要向市民交代。

討論政改不能離開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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