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
府官員昨午乘坐開篷巴士巡遊港九新
界宣傳政改，爭取全港市民支持。在
大埔區，不少市民對於「政改三人
組」等官員走入社區宣傳政改，深表
支持，強調2017年普選特首是香港史
上首次「一人一票選特首」，是香港
民主進程中的關鍵一大步，呼籲反對
派不要「企硬」，尊重主流民意通過
政改方案。

珍惜普選特首歷史機遇
商人蘇先生表明

非常支持政改方
案，「最重要是可
以讓我們一人一票
選特首，這是香港
史上第一次可以這
樣做，我們應該珍
惜。」他理解社會
上有不同聲音，
但批評反對派無
論在政改或水貨

客等方面，只以激進及暴力方式表
達意見，根本沒有作用，「哪裡會
有商人趕走自己的客人？同時亦令
香港的聲譽及經濟受損。」他慨嘆
香港年輕一輩沒有國家民族意識，
「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我們的辛酸事，

也不清楚香港的歷史，根本不明白現
時的香港是得來不易。」

香港政改一定要向前走
已退休的張先生

表示，香港社會愈
來愈分化，希望各
界能冷靜商討，尋
求政改共識，「一
人一票選特首總好
過『摸和』，香港
政改一定要向前
走。」他又強調，
不希望香港再出現
違法「佔中」等衝

突，呼籲年輕一輩在表達意見時，不要
再作激進的行為，「如果大家各執己
見，大家也『企硬』，對事情根本沒有
幫助，大家也沒有好處。」
陳伯伯表示，現時社會太多激進集

會，令香港聲譽及安全都受到影響，
「我只想在香港可以安居樂業，能以自
己的一票選出特首。」他又指，年輕一
輩很多事也得來太易，習慣了不勞而
獲，「即使是自由及民主，都要一步一
步來，不可以太急進，現時的政改方案
已走前了一大步。」不過，他對政改通
過方案仍感到樂觀，「我相信一定
得！」

「2017 一定要得！」香港特首普選
正值「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特區
「政改三人組」昨日展開大型宣傳活
動，聯同約30名政治委任官員，乘搭
巴士巡遊，向全港市民「拉票」。雖
然面對激進反對派暴力「狙擊」，但
完全無損特區團隊落區的高昂士氣，
大家更是眾志成城，不斷向市民揮手
「叫咪」，爭取各界支持。

財爺領呼口號 團隊齊聲和應
為讓市民緊貼巴士巡遊的最新動

態，多名特區官員昨日不時在「臉
書」(facebook)上載巡遊相片。「財
爺」曾俊華昨日就在「臉書」上載了
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的
「大頭合照」，並留言說：「Make it
happen(成功落實)」。他又上載了自己

在巡遊期間「叫咪」推銷政改方案的
短片，強調只要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便可以由現在1,200人變成全港500萬
選民選特首，「這是民主發展的一大
步，我們沒有理由原地踏步，讓大家
手中的一票白白流走。」

片段中，財爺還率領團隊喊口號，
他高呼「2017」，團隊即以「一定要
得」和應，身後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全程揮手，表現雀躍。雖然今
次少了「財爺」的「拿手 selfie(自拍
相)」，但依然贏得網民「狂 Like」點
讚。而「政改三人組」的官方「臉
書」亦不時上載巡遊的多角度相片。
相片中，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
司司長袁國強與譚志源，不斷向沿途
市民揮手，士氣「爆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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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呼聲響徹全港官民呼聲響徹全港
高官巴士落區宣傳政改高官巴士落區宣傳政改 市民夾道合唱力撐市民夾道合唱力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鍾立、鄭治祖）香港
政制發展到了最關鍵時刻。多名政界人士及來自港九
新界的地區代表，昨日在地區擺設街站宣傳政改方
案，他們力撐特區問責團隊落區爭取市民支持，並強
調逾六成市民明確支持政制向前發展，敦促自詡「民
意代表」的反對派鼓起勇氣投贊成票，讓港人擁有普
選特首的權利。

陳勇：勿因己不願食砸人飯碗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

理事長陳勇表示，市民昨日都
踴躍表達訴求，希望反對派給
予香港一頓「安樂茶飯」，
「佢哋（反對派）自己唔鍾
意食飯無問題，佢哋唔好阻
住香港市民食飯！唔好因為
自己唔鍾意食，打爛人哋個飯

碗！」他呼籲市民利用強大民意，告訴阻礙香港民主
向前走的人知道，「我哋希望2017年大家擁有一人一
票的選舉權！」

張學明：民意代表勿忽略民意
行政會議成員、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指，部分
立法會議員口口聲聲稱自己代表民意，而2017年普
選特首正是市民的期望。他說，特區政府未來數星
期將與市民目標一致，就是要推動民意影響全體立
法會議員，希望他們不要忽略民意，鼓起勇氣對政
改投贊成票。

黃碧嬌：市民要竭盡所能發聲
大埔區議會副主席黃碧嬌認同，特首梁振英昨早提到

是次政改得來不易，並認為「政改三人組」肩負着市民
的期盼，希望政改通過，令500萬名選民有權投下神聖一
票，而這票本來掌握在選民手中，可惜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每次都和民意對着幹。因此市民要竭盡所能，呼籲反
對派議員通過政改。

陳學鋒：狙擊官員是心虛表現
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學鋒

表示，支持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
多宣傳講解政改方案內容，爭
取更多市民支持，最終可在立
法會獲得足夠票數通過。他批
評大批激進反對派試圖狙擊官
員落區宣傳政改，是心虛的表
現，害怕愈來愈多民意支持方

案，故刻意阻撓政改宣傳工作，從而令他們所講的偽命
題，如「公民提名」、「國際標準」可得到更多支持。

戴鴻瑜：民主應尊重不同意見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秘書長戴鴻瑜呼籲市民勇敢

發聲，支持政改方案通過。就大批激進反對派狙擊
的行為，他表示這是他們一貫的處事方式，對此違
法、不理性的行為並不贊同。他認為民主社會應該
是互相尊重不同意見，指這些行為足以證明反對派
不是支持民主。

陳鑑林：方案合法合憲合情理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表
示，香港市民爭取民主選舉已
經歷相當長的時間，「今次是
回歸以來，在基本法框架下，
香港市民可以一人一票選出行
政長官，政府方案是一個合
情、合理、合法、合憲的(政
改)方案。」他指出，2017普

選特首的方案等同賦予了香港民主兩步，「只要行出
這一步，2020年(立法會選舉)便可行另一步。如果我哋
唔爭取(2017)，2020只會原地踏步。」

何賢輝：政改要通過機不可失
工聯會黃大仙區議員何賢輝表示，希望立法會議員

聽到大部分市民的聲音，最終在逾三分之二議員支持
下通過政改方案，「政改要通過，時機不可失。」另
一名工聯會黃大仙區議員譚美普亦指出，不論區內一
些社團所做的調查及她從街坊收集的意見，大部分市
民均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希望最終能實現2017年一人
一票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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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鍾立) 經過多年
爭取，如今香港距離可以實現「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願望僅「一步之遙」，大
部分市民均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為香港
政制發展寫下新的一頁。多名特區政府
問責官員昨日乘坐巴士途經九龍區宣傳
政改，不少市民均夾道參與，表達
「2017 一定要得」願望。有市民亦表
示，政改成敗還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會
否順應大多數民意，投下贊成一票。

無理由因廿多個議員斷送普選
現年80歲的劉伯伯

指出，全國人大常委
會是基於香港基本法
的規定而作出「8．
31」政改決定，決定
完全合憲、合法及合
理，批評梁家傑等人
口中的所謂「真普
選」，其實只是為了
強求對自己有機會當
選的選舉制度。他表

示，香港大多數市民均支持政改方案，無
理由因為廿多名立法會議員反對便否決方
案，這樣亦對市民十分不公。劉伯又認
為，如果政改方案被否決，不知何年何月
再有機會普選，「中央俾你你唔要，唔知
幾時再有。」

500多萬人選特首 絕對是進步
同樣支持政改的

郭先生認為，可以
「一人一票」選特
首，是大部分香港
人的心願，「以前
的殖民統治，香港
經歷了百多年沒有
民主的歲月，等了
這麼久、咁辛苦才
等到有普選，當然
希望可以成事。」

他認為，由1,200名包括各界的代表提
名特首候選人，再由全港500多萬名合
資格選民選特首，絕對是一大進步，
且他日亦可因應環境及現況，一步一
步去改善方案。
現年16歲、就讀中四的陳同學認為，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是合
法、合理及合憲，且亦符合基本法「循序
漸進」的規定，故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她
屆時(2017年)亦已年滿18歲，有資格參與
特首選舉的投票。陳同學認為，就算目前
的方案未必是最完美，但相信有了普選
後，今後仍有改善空間。此外，她批評反
對派在立法會的「拉布」行為是搞亂香
港，又認為激進反對派發起的「暴力趕
客」行為毫無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政改方案通過與否，關
乎全港500多萬名合資格選民的權利。為了讓2017年
本港政制順利向前發展，特區政府一眾高官昨日坐開
篷巴士巡遊港九新界向市民宣傳「2017，一定要得」
的訊息。在港島區的巡遊地點堅尼地城，不少街坊都
同意先行通過政改落實普選，日後再優化方案。有街
坊則批評反對派「搞搞震」破壞香港，表示要用選票
「踢走」亂港之徒。

午膳撞見衝突 街坊慨嘆「心痛」
堅尼地城街坊謝太昨午外出午膳，豈料遇上示威者與

維持秩序的警員發生衝突的混亂一幕，謝太嘆言「搞成
咁，見到都心痛。」她表示，政改是一個重大問題，
「很難可以在各方完全同意下理想地『一刀過』，而且
好花時間，那麼就應先接受現有的，之後再慢慢傾如何
調整。」謝太又認為，特區政府舉辦論壇讓不同意見人
士共同討論政改，會比單向的宣傳方式更為合適。

加薪暫未如意 難道寧願不加？
市民林先生舉例指，「你想加10%人工，但老闆說暫

時先加5%，經濟好時再加多點，難道你寧願不加人
工？」他表示，希望先通過政府現時提出的政改方案，
「我起碼拎咗個投票權有得選擇先啦！」又指日後可再
爭取優化方案。
明言「最憎『泛民』」的杜先生認為，一旦政改方案被

否決，反對派議員必須要負上最大責任。他又批評反對派
議員「連老人福利都不批，不知所謂」，表明今屆於11月
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一定不會投票給反對派，「不只是我，
我飲茶的朋友都這樣說，要『踢走』亂港之徒！」

七旬老伯期盼 親自投票選特首
普選可能成為永無止境的等待，一眾老人最感無奈。

74歲的胡伯很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到票站投票親自選
出行政長官。他表示，現時香港「好亂」，支持及反對
團體互相對立。他對「搞事」的反對派議員非常反感，
希望用選票把他們「踢出」議事廳。
年逾75歲的吳伯亦指出，特區政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

遷就反對派，「為何他們還不領情？」他不希望反對派
繼續拖延本港的政制發展，直言如果選特首的機會再一
次落空，「絕對會既失望又無奈」。

九
龍 眾盼政制發展
寫下嶄新一頁

■劉伯伯：政改
決定完全合憲、
合法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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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聯同多名問責官員乘坐開篷巴士，由中環舊政府

總部出發，向全港市民宣傳政改方案，爭取全社會支持。開篷巴士掛上印有
「2017，一定要得」及「有票選特首，無理由拎走」等字句的橫額，參與巡遊的官
員全部穿上白色上衣，以示齊心。

官員車上揮手 感謝市民支持
香港中西區各界協會在堅尼地城港鐵站外設置街站，近百名市民迎接開篷巴士到

場。巴士駛至時，官員主動向市民揮手感謝支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更站起
來，向市民直豎兩隻拇指。市民高叫「2017，一定要得」、「一人一票選特首，政
改方案向前走」、「支持政改，保我投票權利」等口號呼應。
開篷巴士稍後前往樂富港鐵站外。民建聯、工聯會、九龍東潮人聯會及東九龍居
民聯會在該處舉辦活動，數百名市民揮動國旗、區旗及印有「和平理性」、「政制
向前走比原地踏步好」及「一人一票，港人歡笑」等橫額，表達支持政改的聲音。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等政黨及社團領袖逐一站台，向市民講解通過政改的好
處，並帶領他們齊聲高呼「2017，一定要得」等口號。

歌詞寄意「放開矛盾同追理想」
當巡遊巴士駛至時，現場人士即時熱烈歡呼，官員揮手回應。與會者之後意猶未

盡，共同於獅子山下合唱名曲《獅子山下》，以說明普選之路縱使荊棘滿途，仍希望
市民「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以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為共同盼望。
新界社團聯會及大埔各界社團聯盟則在大埔綜合大樓外搭起舞台，眾地區領袖帶

領近百名市民高喊口號支持政改，其中行政會議成員、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問
到：「你哋以前選過特首未呀？」市民回答：「未！」他再問：「大家想唔想選特
首呀？」市民高呼：「想！」

林鄭：續接觸各界爭取民意
「呢個就係民意！呢個就係香港市民嘅聲音！」張學明說罷，正好開篷巴士駛

至，支持政改的口號不絕於耳，林鄭月娥喊道：「落實普選行政長官！2017，一定
要得！」巴士之後再次駛至街站外，歡呼聲再度響徹街頭。
政府新聞處昨午發出新聞稿，表示林鄭月娥、袁國強和譚志源昨日下午聯同約30

名政治委任官員參與巴士巡遊，向市民宣傳政改方案，並爭取市民的支持。巴士在
下午2時30分開始由中環出發，途經港九新界多區，包括堅尼地城、樂富、大圍、
沙田和大埔，然後返回中環。
林鄭月娥於新聞稿內表示，目前距離立法會表決方案尚餘約兩個月，會積極爭取
機會接觸市民，向他們解釋方案，並爭取他們的支持，促請立法會議員通過方案，
讓香港的政制發展繼續向前走。新聞稿又指出，在未來多個星期，特區政府官員會
繼續透過不同渠道與社會各階層接觸，爭取香港市民和立法會的支持。

「2017，一定要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鍾立、陳庭佳）昨日是特區政

府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後首個周末，特區政府「政改三人

組」與多名問責官員乘坐開篷巴士巡遊全港，馬不停蹄向香港

市民宣傳方案並爭取支持。港九新界市民以歡呼聲及支持政改

的口號迎接巴士到場，「2017，一定要得」之聲不絕於耳，他

們更希望香港以「獅子山下」的精神處理政改，「放開彼此心

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表示，距離立

法會表決方案尚餘約兩個月，會積極爭取機會接觸市民、爭取

支持，促請立法會通過方案，讓香港政制發展向前邁進。

官員官員fbfb晒巡遊相晒巡遊相
市民狂市民狂LikeLike(

*

■曾俊華在「臉書」上載與譚志源的「大頭合照」。

■■高官高官「「臉書臉書」」晒巡遊多角晒巡遊多角
度相片度相片，，士氣士氣「「爆燈爆燈」。」。

■郭先生：2017
普選是大部分港
人的心願。

黃偉邦 攝

籲反對派議員
勿企硬拒民意

■蘇先生：應珍
惜香港史上第一
次 普 選 特 首 機
遇。 曾慶威 攝

■張先生：一人
一票選特首，總
算是一大進步。

文森 攝

港
島
市民渴望普選：

■謝太：香港亂成
這樣，見到都心
痛。 文森 攝

踢走亂港之徒

■林先生：加薪若
暫未如意 難道寧願
不加？ 文森 攝

■杜先生：我和朋
友們都說，要踢走
亂港之徒！文森 攝

■胡伯：希望有生
之年，親自投票選
出特首。 梁祖彝攝

■吳伯：若普選特
首落空，絕對既失
望又無奈。文森 攝

新
界

■■「「政改三人組政改三人組」」與多名問責官員昨日乘坐開篷巴士巡與多名問責官員昨日乘坐開篷巴士巡
遊港九新界宣傳政改方案遊港九新界宣傳政改方案，，大批市民夾道歡迎大批市民夾道歡迎，，官民齊官民齊
聲高呼聲高呼「「20172017，，一定要得一定要得」，」，氣勢如虹氣勢如虹。。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新界居民團體支持政改新界居民團體支持政改。。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九龍區市民手持標語支持政改九龍區市民手持標語支持政改。。黃偉邦黃偉邦 攝攝

■■港島區大批民眾歡迎官員落區港島區大批民眾歡迎官員落區。。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