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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正式公布政改方案，對於
方案內容外界都已心裡有數，原因是
人大「8．31」決定已經就政改作出了
具體的規定，可以調整的空間不多，
方案是明賣明買，反對派如果接納，
2017年便可以實行一人一票普選；如
果不接納，也沒有再討價還價的空

間，結果就是一拍兩散，政改不知什麼時候再次重新
啟動，普選特首遙遙無期。政改形勢如此清楚，所以
當局也可以直接訴諸民意，落區大打民意戰、輿論
戰，要反對派以民意為重支持方案。

這次政改方案表決，關係到今明兩年兩場重要選
舉，關係反對派政黨的發展與生存，反對派議員這一
票是支持或是否決，當然有各自的政治考量。為此，
民意將在這場政改博弈中佔據極為重要的角色。作為
反對派「重型武器」的「鍾氏民調」，在政改關鍵時
候自然要走出來，配合反對派的政治部署。
但吊詭的是，早前鍾庭耀提出「全民投票」作為反
對派議員的投票依據，竟然遭到反對派的冷待。最
終，「鍾氏民調」唯有退而求其次，與其他大學民調
中心聯手進行大型民意調查。鍾庭耀表示，調查只涉
及單一的問題，即是「支持或反對政府建議的2017年

行政長官選舉辦法」，認為可以避免受訪者有多一層
涉及政治及策略的考慮云云。
對於「鍾氏民調」由「全民投票」變為大型民調，
反對派似乎都有意劃清界線，拒絕承認有份參與其
中，當中究竟葫蘆裡賣什麼藥？其實，反對派表面不
支持計劃，並非是說他們不認同「鍾氏民調」。恰恰
相反，「鍾氏民調」多年來與反對派合作無間，現在
到了政改最關鍵的時刻，怎可能會各自為戰？實際
上，他們是在互扯貓尾。一方面顯示「鍾氏民調」的
獨立性，政改民調與反對派無關；另一方面，對於民
意走向，對於市民是否認同政改方案，鍾庭耀以至反
對派其實都心裡沒底，自然不敢下大賭注。現在將
「鍾氏民調」當作其個人行為，如果民調結果出來，
大多數市民支持政改，反對派就可以說他們沒有參與
其中，對於有關結果並沒有約束性，自然不必聽從民

調結果支持政改，可以照樣反對。
但如果「鍾氏民調」成功「製造」出不支持政改的

結果，反對派就可走出來以此為由，否決政改方案。
鍾庭耀說：「特區政府以鬥動員、鬥大聲方式發動的
『民意戰』不健康。」其實，「鍾氏民調」就是要為
民意戰作準備。更重要的是，有了這一個民調，反對
派在政改上要如何轉身，如何打倒昨日的我，都有了
一個下台階。始終，多個外國駐港領事都已表態支持
按人大決定落實普選。當外國老闆下了死命令要求反
對派轉軚，他們難道還敢企硬？不要忘記，反對派金
主黎智英至今仍未有正式表態，是支持或是反對，仍
未有最後決定，形勢隨時會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因
此，反對派需要有一個隨時可用的下台階，要綑綁否
決或轉軚都有了理據，不會太過突兀。而這正正是
「鍾氏民調」存在的最主要作用。

「鍾氏民調」與反對派互扯貓尾輸打贏要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汪 洋 2015年4月24日（星期五）

特區政府公布了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特首梁
振英和「政改三人組」到美孚宣傳政改，向市民講
解，落實普選對市民安居樂業、香港繁榮穩定、國家
主權、安全和利益的重要性，講解普選行政長官的具
體方法。特區官員落區宣傳政改，體現特區政府重視
民意，是香港實踐民主、推廣基本法的最好形式。

企圖操縱政改話語權
面對落實普選的黃金機會，反對派毫不珍惜，反對

派議員再三要挾綑綁否決政改方案，企圖扼殺500萬港
人的民主權利，更派出野蠻粗暴的激進分子，瘋狂干
擾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組」落區宣傳政改，企圖要使
政改宣傳無法進行。當官員發言講解政改方案時，激
進分子高聲喧嘩，粗口謾罵；他們推撞出席會議的人
士，政府官員離開時遭到圍堵。這種搗亂行為，目的
是要使政改宣傳活動中止，讓700萬市民聽不到政府官

員的講解，讓廣大群眾不了解基本法45條的原則和精
神。一句話，反對派採取「鐵幕政策」封鎖訊息，以
便反對派操縱政改話語權，繼續散播違憲違法的「公
民提名」、「國際標準」、「真普選」謬論。暴力行
動說明真理不在反對派的一邊，他們害怕市民深入理
解基本法，害怕選民行使普選的權利，擔心選舉會把
反對派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回歸18年來，反對派裝扮成「民主大英雄」，如果
香港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反對派失去道德高地，失去
生存的政治空間，失去「黑金」資助，失去原本享有
的奢華生活。因此，他們害怕真理，害怕港人掌握普
選權，所以他們要扼殺政改宣傳會，不准港人理智和
冷靜地討論普選問題，表達對普選的支持。

反對派對局勢悲觀
反對派明白，現在各方面的民調均顯示，百分之六

十五以上的港人支持政改方案。如果特區政府再推動
一兩個月的宣傳會，平時少接觸政治的基層市民出現
政治大覺醒，更加大的民意將迸發出來，支持普選的
比例將超過百分之七十。反對派不僅在政改的角力遭
到失敗，更重要的是，他們要承擔否決普選的歷史責
任，未來的兩次重大選舉中，將失去大量議席，不少
現任反對派議員將成為失業漢。

《蘋果日報》日前有一篇文章指出，「泛民長久以
來在自我感覺良好的comfort zone內，爭取不到真普選
還是其次，保留議席才是最重要」， 「如果任由政府
和建制派策動的鋪天蓋地的民意戰單方面佔盡優勢，
主導社會輿論，浮動的民意便會成為自我完成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最終出現大多數港人贊成
『袋住先』的局面，不單對反對派議員構成重大壓
力，也為轉軚的溫和民主派議員提供了藉口」，「泛
民只擺姿態而無所作為，任由政府開動宣傳機器製造
輿論，影響民情，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後果如何，
不問可知。」

反對派對特區政府進行政改宣傳會，對於未來民意
發展的局勢，相當悲觀。梁家傑已經暴露了他們對這
場民意戰的悲觀情緒：「袋又死，唔袋又死」。如果
不接受普選方案，他們就要承擔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

選舉兵敗如山倒的局面；要他們站到群眾中間，申述
他們不要普選的道理，卻又講不出來，所謂「袋住
先，就會袋一世」的說法，根本不攻自破。

壓制民意的政治流氓
反對派一直說中央沒有普選的誠意，矢言否決政

改。如果不要普選，實行原地踏步，沿用1200人的選
舉辦法，反對派卻不能向港人講出他們如何實現普選
的辦法。香港人知道「現在唔袋，一世都冇」的現
實。理性的香港人明白，如果普選方案有80分，但因
此把它說成是「假普選」，把這個「80分的普選」扼
殺掉，寧願原地踏步，豈不是荒謬絕倫？越來越多港
人知道，基本法清清楚楚地寫循序漸進走向普選。
實踐了「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下一步是普選立
法會，這不是明擺的民主逐步推進嗎？

反對派不願意講道理，而利用「激進派」狙擊政改
宣傳，杯葛政改，這只能說明他們已知大勢已去，惶
恐不安，實在拿不出其他辦法，唯有搗亂干擾「頂住
先」。他們壓制支持政改的民意，用拳頭說話，哪裡
有一點民主味道？與民意對幹的人，其實是一班披
上「民主」外衣的政治流氓，一切以一黨一己私利為
依歸，他們才是最專斷獨裁、最反民主的。

高天問

反對派不願意講道理，而利用「激進派」狙擊政改宣傳，杯葛政改，只能說明他們已知大

勢已去，惶恐不安，實在拿不出其他辦法，唯有搗亂干擾「頂住先」。他們壓制支持政改的

民意，用拳頭說話，哪裡有一點民主味道？與民意對幹的人，其實是一班披上「民主」外

衣的政治流氓，一切以一黨一己私利為依歸，他們才是最專斷獨裁、最反民主的。

狙擊政改宣傳 暴露反對派心虛膽怯專橫

工
聯：踢走拉布搞事議員
推動地盤工做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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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人頭計辯論時間 反對派照搞事險流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激進反對派昨日續於立法
會審議財政預算案時大玩拉布，務求拖慢香港發展。雖然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已表明會將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時間併
入辯論時間內，但反對派議員為求製造流會仍然多次要求點
人數，其中一次只差15秒便告流會。建制派支持曾鈺成的
安排，並促請議員不要亂點人數。
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昨日繼續審議《2015年撥款條例草
案》，先繼續前日未完成的首項辯論，即辯論沒有修正案的
總目。曾鈺成前日表明，會將議員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的時間
併入辯論時間內，他在昨日會議開始時預計，首項辯論會比
原定時間較遲完成，並指由於有部分議員強烈要求他要按照
原先安排的時間進行辯論，因此首項辯論延長的時間，會於
第二項辯論，即辯論管治、政制發展及地區行政時扣回。

王國興想知「塊布幾時到家鄉」

工聯會王國興支持曾鈺成的安排，「因為起碼都知道拉
布嗰塊布幾時到家鄉。」他呼籲議員如果珍惜發言時間，
就不要濫用要求點人數的權利。他指有關問題可以在早前
各個事務委員會會議及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時提出，毋須
在大會浪費時間，又引用金融界吳亮星之前的估算，批評
拉布兩日已浪費納稅人538萬元。
不過，「人民力量」陳志全就聲言，將處理規程問題的
時間，包括點人數的時間計算在議員可發言時間內並不恰
當，並稱有說法認為想多些發言就不要點人數，「對唔
住，我想講可以喺屋企講、可以喺網台講，我要喺立法會
講，就係要立法會喺有足夠法定人數之下先講！」他說罷
即再要求點人數。
首項辯論於上午約11時半結束，比原定於上午10時結束

延誤超過一個半小時，曾鈺成隨即將涉及的21個總目的款
額一併納入附表付諸表決，議案在32票贊成、8票反對、8

票棄權下獲得通過。會議隨即進行第二項辯論，正式進入討
論議員提出的618項修正案，曾鈺成說第二項辯論涉及最多
修正案，會讓辯論延續至下星期四下午6時，共有25小時。
第二項辯論甫開始時，「人民力量」陳偉業隨即提

出將特首辦全年預算開支減至1,000元，聲稱修正案等
同廢除特首辦，「香港市民最贊成」。其他反對派議
員雖然稱不會參與拉布，但民主黨劉慧卿就提出刪除
特首全年薪酬開支，她聲稱梁振英上任後「令香港更
撕裂」，多名反對派議員更對警方購買水炮車一事大
做文章。
雖然曾鈺成已表明點人數的時間併入辯論時間內，但激

進反對派為求製造流會，仍於昨日多次要求點人數，其中
一次是陳偉業在約下午3時提出，會議暫停約14分鐘45秒
後才有足夠議員回到會議廳，只差15秒便流會。
辯論今晨9時會繼續。

今年底將舉行新一屆區議會選舉，林
淑儀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工

聯會目前有31名民選及3名委任區議員，
預料屆時將部署至少40人參選，他們都
會秉承工聯會「參政為勞工」的承諾，及
反映工聯會包括勞工及政治上的方針與政
策。

林淑儀冀立會選舉5區當選
她續說，工聯會在上屆立法會選舉在4
個區派人出選，來年立法會選舉派出的人
數將不比上次少，並期望全港5區都有工
聯會代表當選，但具體部署仍有待商討，
目前首要做好區議會選舉。

周聯僑：拉布或令建造業7萬人失業
工聯會副會長周聯僑則表示，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發動的拉布，嚴重影響建造業，

擔心若情況持續，最快明年底約7萬名建
造業人員面對開工不足甚至失業問題。
他呼籲市民透過選票去阻止拉布，並稱
早前已在地盤推動建造業人員登記做選
民，利用選票趕走拉布議員。他促請反對
派議員別再拉布，否則「你（反對派）拉
布、我拉票」，揚言要反對派「票債票
償」。
工聯會另一名副理事長梁芳遠則指，自

去年「佔領」行動開始，已對旅遊業造成
沉重影響，不少接待歐洲旅客的導遊都沒
有生意，對前景感到徬徨，部分計劃轉到
內地帶團。她又稱，「一周一行」對零
售、飲食業打擊巨大，建議當局參考澳門
舉辦活動鼓勵市民禮待旅客，並設立旅遊
局，有助統一規劃行業。

續訴求取消強積金對沖爭標時

在勞工問題方面，林淑儀表示，工聯會
將就特首梁振英在競選期間所提出的政
綱，包括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及立法制定
標準工時等，鍥而不捨地向特首「追
數」。她強調，香港經濟不斷發展，勞工
也應同步分享經濟成果，並推動收入再分
配以收窄貧富差距。
為此，工聯會將於五一勞動節當天以

「要求政府實踐承諾 保障勞工」為題發
起遊行，並於當日上午10時由灣仔修頓
球場出發遊行至特區政府總部，及以統一
法定公眾假17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

為主要訴求，並促請當局立法制定標準工
時、落實全民退休保障、反對擴大輸入外
勞，以及設立中央職業保險補償基金。
林淑儀強調，強積金是退休保障的其中
一根重要支柱，當局應主動促進勞資就相
關議題展開討論。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則
補充，無論逐步取消對沖抑或其他處理方
式，工聯會對此持開放態度，願意展開討
論。在標準工時方面，吳秋北表示，他已
在標準工時委員會上提出，收集不同工時
水平會影響的人數及就業狀況等數據，以
支持訂立各方都可接受的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工聯會於本月13日選出新一屆負責

人，並於昨日與傳媒茶敍。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表示，將繼續爭取取消

強積金對沖安排及立法制定標準工時，並透露年底區議會選舉將部署

至少40人參選，更希望明年立法會選舉5區均有人當選。同時，建造

業會發動建造業人員登記做選民，希望以選票「趕走」發動拉布的立

法會議員。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表示，年底區議會選舉將部署至少40人參選。 羅繼盛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袁楚雙）高空工作
對建築工人存在一定風險，勞工處數據顯
示，建造業於2011年至2014年間共發生89
宗奪命意外，當中半數個案屬「人體從高處
墮下」。勞工處與職安局斥資200萬元推出
「中小企輕便工作台資助計劃」，為員工人
數少於50人的中小型企業購買較具保護性的
新式「梯台」及「功夫櫈」以取代舊式「A
梯」與木製工作台，並藉此推廣職業安全。
建造業於2011年至2014年有44宗「人體

從高處墮下」的奪命意外，當中12宗於3
米以下低空墮下致死，包括4宗涉及梯子。
勞工處處長唐智強昨日指出，不少致命意
外發生於2米高度以內，故不容忽視在高處
工作的危險性。
職安局主席黃天祥表示，2013年推出

「流動工作台」資助計劃，共批出約650萬
元資助逾1,700宗申請。惟不少工作環境如
機房、泵房等，空間狹窄，不足以放下流
動工作台，工人以木製簡陋梯台及俗稱「A
梯」的梯子取代，一旦工人疲倦便容易向
後仰導致受傷或死亡。
勞工處與職安局各出資100萬元推出「輕

便工作台」計劃，員工少於50人的中小企可
向處方申請，購入不多於1.5米高的「梯
台」及不多於1米高的「功夫櫈」。連同流
動工作台，每間承包商料可申請最多7,450

元資助購入上述「安全三寶」，冀減少意外，另港鐵
亦會出資100萬元資助轄下基建承包商購入新工具，
加強推廣高空工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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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天祥（圖左）及唐智強（圖右）呼籲業
界選用符合安全規格的功夫櫈。 袁楚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