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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社會應凝共識全力支持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是香港民主政制的一個大飛躍，方案合憲合法、合乎國情、港情，積
極穩妥地、大膽務實地為香港的政制發展作出有效規劃。社會應努力凝聚共識，力求方案能
夠如期通過，在此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推進民主進程，推動香港穩步向前發展。
港府日前公布政改方案，為香港 2017 年落實行政長
官普選開啟新一頁。政改方案不僅遵循基本法以及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符合香港情況，大大降低了
特首候選人的「入閘」門檻，由原來的八分之一調低
至十分之一，即最少 120 名提委會委員提名便可「入
閘」。參選人最多可達 10 名，不同政見、不同立場的
人士都有機會參選。而在「出閘」階段，方案採用最
寬鬆的逐一表決制，增加了不同政見人士的「出閘」
機會，最後「出閘」人數確定在 2-3 名，然後市民可以
在了解各候選人的政見政綱後，選出心目中的特首。
在港人最為關注的「一人一票」普選程序上，方案採
用簡單的一輪投票，得票最多者當選行政長官，毋須
取得過半數票。政改方案既符合法律法規，亦具實際
操作性，最大程度照顧香港的實際情況。

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
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基
本法附件一中對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了進一步的闡
述，包括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各界別的劃分、提名程
序以及之後的修改方法等都有具體闡述。政改方案秉
承了基本法的條文規定和精神，符合國家安全及香港
的發展利益。
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為特首普選方案
劃下大框架，當中最關鍵的是，候選人「出閘」必須
獲得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的票數，既充分體現民主
選舉的精髓，同時確保候選人的「認受性」。人大常
委會決定具有法律效力，在此框架下落實的普選方案
合法合憲。

政改方案合憲合法

方案符合國情港情

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政改關鍵一步，基本法對香港
何時以及如何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有明確規定。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
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

政改諮詢歷經 16 個月，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僅是
香港民主政制的一個大飛躍，方案不僅合憲合法、也
合乎國情、港情，積極穩妥地、大膽務實地為香港的
政制發展作出有效規劃。香港在 150 多年的港英管治

全力支持政改方案 機不可失
李嘉音

全國政協委員

4 月 22 日是全體港人熱切關注和期待的一天，也
是「一國兩制」實施以來一個具里程碑意義的日
子，香港特區政府公布了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報
告和方案，我們感到非常鼓舞，如果方案得到通
過，全港 500 萬合資格選民兩年後就可以首次一人
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實現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一次歷
史性跨越，為香港政治發展邁出重要一步！
我們感到，今次通過政改方案的機會實在不容錯
過，希望議員能夠反映民意，支持通過特區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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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方案。現在是時候向前邁步，大家共同為香港
繁榮穩定作出努力了！我們呼籲反對派議員不要悖逆民情、民意、民心，
輕易否決政改方案，如果真正代表的是香港市民，那就應作出符合香港整
體利益的決定，不能為政治私利而不惜剝奪市民的普選權利！
我們看到，無論在「情」、「理」或者「法」方面，都沒有理由不讓
政改方案通過；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出發，都沒有理由不為香港民主放
行：
從「情」上來說，多個民調顯示，香港主流民意十分清晰：希望立法會
通過政改方案，這將有利香港繁榮穩定，更使500萬香港選民「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的夢想得以實現；同時，我們也看到此次特區政府提出的具
體方案，是廣泛諮詢民意後的結果，方案引入更具民主內涵的安排，也體
現了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最大的誠意。
從「理」上來說，政改方案起草工作歷時多年，過程高度開放、民主，
廣大香港市民廣泛參與，體現了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的共同意
志，凝聚了中華兒女的集體智慧。深入了解政改方案的制定過程，重溫政
改方案制定過程中香港社會達成的共識，把握其精神實質和立法原意，不
僅是當前的現實需要，也是香港全面落實「一國兩制」的長遠需要；
從「法」上來說，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全面地理解和把握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
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
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離，因此，通過政改方
案正是實現香港政治民主化的一次勝利，是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
香港社會近年在政改等方面，經歷了一定的風浪，此次通過政改方案正
好是和諧穩定的「及時雨」，而主流民意傾向支持通過政改是鐵一般的事
實。如果此次錯失機會，香港不僅將與普選失諸交臂，而且還會延續政爭
不休的局面，拖慢香港的各項發展，所以說，政改如果不通過，每一名香
港人，都是大「輸家」。因此我希望社會各界能支持政改方案，反對派議
員更應及早回頭，不要愚昧地綑綁否決政改方案，令香港民主「原地踏
步」。
穩舵而能遠航，定位方能成功。總結過去，「一國兩制」為香港帶來了
繁榮，香港成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面向未來，
我們香港特區將不斷提高依法治港的能力和水平，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和
諧穩定，只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香港就能有效
破解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就能不懼風浪與挑戰，不斷砥礪前行！

陳 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新界社團聯會 新(社聯 理)事長

撐政改通過的力量非常大

日前，新界社團聯會訪京團獲國家副主席李
源潮會見，在會面期間，李源潮副主席表示十
分關注本港的政制發展，中央亦會堅定不移支
持香港落實普選，全力推動立法會通過方案，
他更重申了習近平主席早前提及的「三個有利
於」，即「普選目的是有利於民眾安居樂業，
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有利於國家的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同時，中央亦強調「不會為
了通過政改而放棄原則底線」。
■陳 勇
毋庸置疑，中央是有充足的決心推動政改
通過的，而國家副主席的表態亦再次顯示出政改不但是香港的大
事，也是國家的大事。所以，我們在考慮政改時，不能只考慮港人
的利益和意願，更要顧及到國家整體利益。畢竟，香港是國家的特
別行政區，依國家憲法而設立，絕大多數本港居民也是我國公民的
一分子，有責任維護國家利益。何況，《基本法》早已訂明全國人
大常委會對本港的政改擁有決定性的批准權，港人討論政制發展
時，更不可閉門造車，忽略中央的意見。
無論如何，我們對政改通過還是有信心的，這除了是對中央和特
區政府的信任外，同樣重要的，是香港的主流民意同樣支持通過政
改。
於本年 3 月至 4 月期間，新界社團聯會先後進行了 3 次電話隨機抽
樣調查，分別訪問了 409 人、610 人及 328 人，3 輪調查都顯示，逾
八成受訪者希望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並分別有 65.8%、
66.6%、72%支持特首選舉必須按香港基本法進行。同時，分別有
55.7%、58.2%及 60.4%受訪者認同政府應以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為基礎制定政改。除新社聯的調查外，其他多個機構的民
調亦顯示多數市民支持政改通過。可見，民意其實是十分清晰的，
如堅決否定政改，則相當於逆民意而行。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
表，如進入議會後即閉門造車，一意孤行，漠視民意，這還算是尊
重民主的表現嗎？
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下，加上中央及特區政府對爭取政改通過有堅
定決心，我們對於實現 2017 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應持有樂觀
的態度。身為市民，我們亦應積極發聲，清楚表達訴求，要求立法
會議員通過政改，否則必然要反對政改方案的議員票債票償！

下，民主發展幾乎是原地踏步，港人對普選是「可望
而不可及」。回歸後短短 18 年，行政長官普選就已經
進入正式議程，依據「政改五步曲」，有計劃地一步
步兌現。對於全體港人來說，這才是實實在在的普
選，才是「真普選」。
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中央領導下率
先實現普選，體現國家民主政制發展的大飛躍。國家
不僅僅在經濟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同時在政
制、民主發展也做到與時俱進。這不僅是「一國兩
制」制度的成功，也是國家在發展上不斷再創高峰的
矚目成就。

提委會合理均衡具代表性
政改方案明確規定提名委員會的組成維持在 1200
名，在功能界別的安排上最大程度地維持了委員組成
的「廣泛代表性」，除了傳統的工商界，還包括了法
律界、教育界、漁農界等不同界別，體現「均衡參
與」原則。其中工商界代表所佔席數較多，是考慮到
香港的現實狀況以及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工商業在
香港社會和經濟環境中所佔比重較高的安排。在「均
衡參與」的原則上，針對提名委員會的組成進行微
調，循序漸進完善民主程序，可以在落實了 2017 年行
政長官普選後逐步推進。普選並非一蹴而就，但只有
先落實了普選，使民主政制生根發芽，之後才可能逐
步完善。因此，合力使政改方案通過，是目前香港的

首要任務。

順應民意支持方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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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方案合憲合法、符合香
港情況、顧及國家安全，得到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支
持，不僅包括建制派人士，相信在「泛民」內部也能
贏得不少溫和人士的支持。「泛民」一向以爭取民
主、自由為目標，推動香港民主政制發展是立法會議
員的職責。「泛民」應站在香港整體利益的立場上，
積極支持政改方案通過。政改討論超過一年，不同團
體都組織了多次民調，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港人都希望
如期落實 2017 年行政長官選舉，民意已經做出清晰選
擇，全體立法會議員應以民意為依歸，順應民意投出
負責任的一票。
政改成敗關係到香港的繁榮穩定，對政改方案有不
同意見可以理解，但希望社會各界應以香港大局着
想，放下成見、敢於承擔、達成共識，推動香港民主
政制發展邁向新台階。政改方案公布後，政府推行大
型落區宣傳工作，讓市民了解政改重要性，這是一個
增進溝通、消融誤解的有效舉措。希望持不同意見的
人士，能夠積極投入到政改方案的討論，踴躍發言、
凝聚力量。政改方案通過與否，對於香港經濟、民
生、社會等各方面都有深遠影響，各界應該多一些溝
通，少一些敵視，捨棄小我完成大我，保證政改能夠
修成正果。

普選方案「一定要得」三大依據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香港政制發展進入關鍵時刻，特區政府發表行政長官普選方案，
特首梁振英形容，這是香港民主發展重要里程碑。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呼籲反對派議員拿出政治勇氣，踏出最堅實、最勇敢的一步。
她以此表達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的願望：「2017，一定要
得！」
普選方案「一定要得」有三大依據，
一是方案能否通過，民意是關鍵，而主
流民意支持普選方案；二是方案務實可
行，務求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框
架內的民主程度可以最大化；三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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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普選乃民心所向
首先，自特區政府展開首輪政改諮詢
以來，香港不同機構或組織的民意調查
均顯示，有八成至九成受訪市民均支持
2017 年落實特首普選，並要求立法會議
員根據民意投票，反映了港人對落實普
選的渴望。在政改方案公布前夕，多個
民調都顯示，支持通過以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為基礎的政改方案的比
率，持續上升至穩佔六成或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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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充分說明支持政改的主
流民意是很清晰的、毫無疑義的，落實
普選乃民心所向，擁有強大民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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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應聽民意、順
民意，投票應以民意為基礎。正所謂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逆民意而行
最終只能被淘汰，成為香港的「民主罪

陳南坡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人」。反對派議員若堅持否決普選方
案，實質上就是悖逆民情、民意、民
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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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被廣大選民懲罰。

普選方案務實可行
第二，普選方案務實可行，在嚴格
依法的原則底線下盡用空間，包括建
議在提名階段，先採用較寬鬆的「入
閘」門檻，十分之一提委推薦即可成
為參選人，在「出閘」階段提委則可
以「暗票」方式提名候選人，獲過半
數提委支持而且得票最多的兩至三人
可「出閘」成為候選人，務求在基本
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內的民主程
度可以最大化。
正如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系
教授陳弘毅指出，普選方案設計上的最
關鍵部分，是「兩階段」的提名程序，
第一階段的「入閘」門檻較低，而且設
有參加推薦參選人的提委會成員人數的
上限，從而鼓勵提委會成員推薦更多參
選人。此外，參選人在第一階段產生之
後至提委會進入第二階段選出候選人之
前，讓各參選人有機會面向社會，介紹
其參選理念和政綱。可見，普選方案在
特首選舉的關鍵環節爭取到最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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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派須放棄
中央讓步的幻想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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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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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妥協和讓步
的幻想。反對派去年策動的非法「佔
中」，其口號之一就是要求人大常委會
撤回「8．31」決定，而反對派議員三度
發表聯署 聲 明 ， 聲 稱 定 會 否 決 人 大
「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案。這
些赤裸裸的政治訛詐，企圖迫使中央
在原則底線上作出讓步。但人大「8．
31」決定不可撼動，這體現的是法治的
尊嚴和依法治國的原則。
普選方案公布後，反對派在全港各區
展開「反袋住先」宣傳運動，但反對派
的政治訛詐一直不能奏效，「反袋住
先」悖逆支持「袋住先」的主流民意，
又豈可奏效？反對派必須放棄不切實際
的幻想，在強大的民意敦促下回心轉意
支持政改方案，回應大多數市民希望在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期盼。

沉舟側畔千帆過
當然，普選方案「一定要得」三大依
據之外，反對派如果一意孤行否決普選
方案，也「一定要」受到廣大選民唾棄
和懲罰。普選方案「一定要得」，昭示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
春」，反對派若冒天下之大不韙否決普
選方案，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
自己造成的罪孽就無處可逃，反對派應
該知道若他們倒行逆施的嚴重後果。

匯聚民意力量 支持通過政改

特區政府公布了政改方案。這是一份在
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框架下爭取最
大民主成分的方案，回應市民渴望普選的
訴求，盡最大努力平衡各方意見。支持政
改方案通過，香港發展進入新境界；否決
政改，普選無望，香港繼續蹉跎歲月。政
制發展已屆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關乎香
港未來興衰，社會各界必須踴躍表達意
見，匯成民意力量，支持通過政改、如期
落實普選，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令「東方
之珠」永葆光輝。
特區政府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兩輪深入
而廣泛的諮詢，綜合本港各界不同意見、
兼顧各方訴求，推出的政改方案符合香港
基本法、人大「8．31」決定，符合香港的
實際情況。為鼓勵更多有志者參選、體現
普選的公平、開放、具競爭性，政改方案
低門檻「入閘」、暗票逐一表決「出閘」
的設計，在人大「8．31」決定框架下盡量
擴大民主成分，亦給予反對派很大的政治
空間，只要不帶偏見，都會認同這是值得
支持的普選方案。
政改發展在香港已經過多年討論，社會
主流意見都希望依法如期落實普選。因為

近年香港圍繞政制問題的爭議太多，大多
數市民期望，通過特首普選，增加管治團
隊的民意認受，將有助解決香港長期涉及
的政制爭拗，讓香港社會可以集中精力解
決特區當前面對的各項問題，重新聚焦到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有利香港的長遠發
展需要和國家利益。
相反，如果此次否決政改方案，錯失
黃金機會，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落實普
選，或許變得遙遙無期。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日前在電台表示，如果今次政改
方案被否決，是否一定要在 2022 年再啟
動政改五步曲亦說不準，應該由下屆特
首按當時情況再決定，但即使下屆特首
要求啟動五步曲，在啟動第一步曲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同意再啟動，亦是
未知之數。其實不但重啟政改是未知
數，更重要的是，未來政改仍要按照人
大「8．31」決定框架進行，若反對派依
然不肯「袋住先」，繼續否決政改，政
改必然陷入死路。電視劇有一金句：
「人生有幾多個十年。」香港人有幾多
個十年可以虛耗在沒完沒了的政爭之
中，要承受長期政爭不息、發展停滯的

局面，香港真的要
為所謂真普選而不
惜一切代價嗎？
落實普選、實現
民主，民意具有決
定性影響。政改方
案能否在立法會通
過，動員地區力
量，協助政府宣傳
■陳南坡
政改方案，匯成支
持政改的民意力量，將是特區政府、所有
希望香港繁榮穩定力量應全力以赴的工
作。早於首輪政改諮詢伊始，香港區潮人
聯會就積極支持政改諮詢工作，舉辦過一
系列卓有成效的宣傳推介，包括召集港島
區共 9 個潮籍社團聯合舉辦政改座談會，
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出席會
議，與市民面對面交流政改意見；本會又
收集到大量支持政改意見並整理成政改意
見書，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
遞交。距離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表決尚有兩
個月時間，本會將把握機會，動員一切力
量傳遞政改訊息，爭取更多民意支持政制
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