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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2017普選不知何時有
方案應與現行選舉方式比較 促反對派順民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

府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出爐，強調

「2017 一定要得」。特首梁振英昨日表

示，香港正處於「有普選」和「無普選」

之間的抉擇，不應把政府公布的方案與心

目中最理想的方案比較，而應與現行的選

舉方式比較。他指出，如果今次的政改方

案被否決，不知道「蘇州過後」何年何月

再有下一班船，強調現時香港政改是「臨

門一腳」，促請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順應民

情，讓香港人「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梁振英昨日發表《香港家書》，呼籲社會各界
支持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他指出，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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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選舉行政長官，香港市民有沒有權去
票站投票，只是取決於在今年立法會暑假休會
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會否回心轉意。

港人盼早日落實政改
梁振英強調，任何政制改革，尤其涉及選舉方
式的改變都極具爭議，普選特首這個議題，政府
高層已經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香港社會也經歷
長期的爭拗，去年更出現大規模的違法「佔領」
行動，社會秩序被破壞、法治受到衝擊。「我相
信：不少香港人和我一樣，都希望政改問題可以
早日落實。」
梁振英重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
政區，根據基本法，中央對香港實行的制度，包
括普選制度，有憲制上的角色、權力和責任，這
是任何人，包括所有立法會議員都必須尊重，亦
是不能改變和否定的現實。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
方案，是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同時顧及政治現實和實際操作等因素而設計的，
是一套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方案。當中包
括寬鬆的「入閘」門檻、公平和有競爭性的提名

程序、簡單高效的普選辦法等，已在眾多及不同
的訴求和觀點中，找到最大的共同點和平衡點。
他形容，香港正處於「有普選」和「無普選」之
間的抉擇，「投票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絕對是
每一位愛護香港、追求民主的立法會議員應有的
責任。」他亦相信越來越多人認同2017年普選不僅
是「機不可失」，更必須邁步向前，普選「一定
要得」。現在是「臨門一腳」，每一位立法會議員，
尤其是反對派議員應順應民情，讓香港人「一人一票」
普選特首。否則，一旦方案被否決，不知道「蘇州過
後」，何年何月再有下一班船。

較現選委會民主得多
另外，梁振英昨日赴吉隆坡前在機場指出，理解

香港社會對普選方案不容易取得共識，但強調不應把
政府公布的方案與心目中最理想的方案比較，而是應
與現行的選舉方式比較。很明顯政府方案的民主成分
比現行由1,200名選舉委員選出特首大得多。他期望
各界支持政改先向前行一步，做好2017年的選舉，
日後有空間的話，仍然可以繼續發展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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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
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出爐，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重申，方案利用既有
空間提高民主成分和競爭性，並非要
選民「硬啃」提名委員會推薦的候選
人；選民亦可以選擇用「棄權票」表
達對候選人的不滿，相信過百萬張
「棄權票」對任何當選的人而言都有
政治壓力。林鄭又強調，相信通過政
改方案總比由1,200人選特首好，特區
政府會繼續努力游說立法會議員，將
普選特首制度引入香港政治體制。

候選人不是一模一樣
林鄭月娥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講清

講楚》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提交的
特首普選方案符合憲制要求，具競爭

性和透明度，並非讓人「硬啃」的方
案。她不相信經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候
選人是一模一樣，而在完成提名程序
後，每位候選人為爭取數百萬選民的
支持，都要在政綱中交代對香港經
濟、民生及民主政制如何走的看法，
「不可能是一個『硬啃』的安排，而
是有選擇性的。」
林鄭月娥續指，倘市民對候選人不滿
意，投棄權票是一個選擇，也是一個
權利。如果當選人面對100萬或200萬張
的「棄權票」，也是一種政治壓力，「誰
人當選行政長官都要回應這個情況，所以
我為何說民主的進步，就是讓公眾有更多
機會，可以參與挑選政府。」她又指，政
府曾認真研究「白票守尾門」方案，但反
對派不熱衷，亦可能出現法律爭議，故此

沒有採納。
林鄭月娥強調，目前最重要是將普

選特首制度引入香港政治體制，有了
這個基礎，民主發展可以繼續進行。
但她承認目前難以收窄社會上對方案
的根本性分歧，「有部分人是完全不
接受，亦不接受基本法內就普選行政
長官的規定，例如要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他們對廣泛代表性的了
解，與在設計這個普選原則時，有很
大不同。」

努力游說議員爭支持
林鄭月娥在節目後又表示，如果今次
普選方案被否決，香港政制將原地踏步，
將來更加不知可從何談起讓全港合資格選
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特區政府會在未
來兩個月繼續努力游說立法會議員，向市
民解釋方案，爭取社會支持，以如期依法
落實普選特首。

■■梁振英指出梁振英指出，，若政改方案被否決若政改方案被否決，，不知道不知道「「蘇蘇
州過後州過後」」何年何月再有下一班船何年何月再有下一班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激進反對派「狙擊」官員落區傷警

吳康民盼沉默多數發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香港政改在反對派的

決意阻撓下，前途難卜。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
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批評，香港激進反對派「不按常理
出牌」，令社會對政改爭論持續，若政改方案無法通
過，香港最終會沒有贏家。他希望香港的沉默大多數
能夠站出來發聲，令社會的溫和、理性力量能佔據上
風。
吳康文在專訪中指出，若政改方案不獲通過，行政
長官選舉只能原地踏步，屆時香港的政治生態只會比
以往更緊張，香港最終會沒有贏家。他認為，由選舉
委員會投票發展到選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是一
種進步；有2名至3名候選人讓市民有權選舉，是比以
往無權參與進步。
今年年屆九旬的康民叔，見證過港英「無商無量無選

擇」的殖民統治時代，以至回歸以後，由選委會規模不
斷擴大，到今天有望「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高度自治。
吳康民對此感慨地說：「一些上了年紀的人，生平也許
只有這一次有權選舉了，因此他們支持先行普選，再把
選舉辦法，特別是選出候選人的辦法，逐步完善。」

批激進勢力「不按常理出牌」
在專訪中表明「希望方案能通過」的吳康民，同時

批評目前香港社會的爭議，源於有人不按常理探討政
制的發展：「那些激進的勢力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他希望香港的沉默大多數能夠站出來發聲，令社會的
溫和、理性力量能佔據上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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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及
一眾問責官員，昨日坐開篷巴士巡遊港九新界，向市民宣
傳政改方案。有激進反對派發起所謂「狙擊」行動，與支
持政改人士對峙，大批警員在場戒備，用鐵馬圍起示威
者。其中於首站堅尼地城爆發警民衝突，警方消息指，一
名警員被示威者打傷倒地，需送院治理；事件中警方以涉
嫌襲警及阻礙警員執行職務拘捕3人，其中一人為城大學
生。警方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暴力事件，如有違法，警方
一定會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地處理。

長毛快咇「大聲公」「蝦」市民
在宣傳首站堅尼地城，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
「人民力量」成員譚得志（快咇）、一眾學聯常委及成員
和早前旺角「佔領區」常客「美國隊長」容偉業等示威者
到場。梁國雄及譚得志手持「大聲公」與支持政改人士鬥
大聲，企圖阻礙團體呼籲市民登記做選民的宣傳活動。容
偉業則手持「龍獅旗」不斷揮動。現場有大批警員在場戒
備，用鐵馬圍起示威者。

城大生等涉襲警阻執行職務
當政改宣傳巴士於下午2時45分駛過時，一眾示威者企

圖衝出馬路追截，被警方阻止，示威者與警方爆發至少兩
輪衝突，雙方不斷推撞、踩入花叢、衝出馬路，加上有外
籍路人介入要求警方停止，現場非常混亂，警方舉起黃
旗。警方消息指，一名男便衣警務人員執行職務期間被一
名22歲吳姓男子拉扯其委任證，令其證件跌於地上，其後
更被一名27歲葉姓男子推跌；當在場人員截查葉姓男子期
間，一名39歲梁姓女子上前阻撓，3人以涉嫌襲警及阻礙
警員執行職務被捕。案件交由西區警區重案組跟進調查，
據悉，該22歲吳姓男子為城市大學學生。至於受傷警務人
員則背部及手部受傷，送瑪麗醫院治理。

黃之鋒率示威者欲衝向巴士
宣傳巴士下午3時半抵達樂富前，早已有數十名社民
連、「學民思潮」及港大學生會成員在港鐵站外示威，聲
言反對政改。當巴士抵達現場後，有示威者向車身撒陰司
紙及撕毀了的政改單張，包括「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在內等部分示威者更一度欲衝向巴士，惟因行人路擠迫未
能追上。
巡遊巴士於下午4時10分駛經大埔綜合大樓，隨即有示
威者舉起黃傘，部分人更衝出馬路，朝巴士方向跑去，現
場險象環生；亦有示威者與支持者互相指責推撞，警方則
迅速築起人鏈，分隔兩批人。其間有支持政改市民高呼
「大埔絕對不歡迎你們！」
大埔現場聚集多個激進示威人士，包括黃之鋒、譚得志、
容偉業、「熱血公民」及多個大專學生會成員等。其中當巴
士再次駛經現場時，正接受訪問的黃之鋒突然轉身，企圖衝
出馬路，警察上前阻止，黃於混亂期間跌倒，之後更趴在地
上一段時間疑似「詐死」，並聲稱是被警察「推跌」。
警方昨晚重申，絕不容忍任何暴力事件，任何人如有違
法行為，不論任何背景，警方一定會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地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鄭治祖)特區政府
問責團隊昨日乘坐開篷巴士巡遊港九新界多地，
宣傳特區政府的政改方案，惟再次遭到激進反對
派「狙擊」，未能近距離與市民接觸。政界人士
昨日齊聲譴責，指反對派的所謂「狙擊」完全違
背民主理念，只會製造混亂，影響香港的形象。

盧文端：嘥時間演政治秀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

任盧文端認為，部分示威者的目標明顯不是要求
所謂的「對話」、「辯論」，而是「做秀」。
「從電視鏡頭所見，有示威者的目的只是要阻
路，根本不是要發表意見。」他指出，今次政改
是香港政制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大家應該冷靜
地思考，深入了解「一人一票」的重要性，而不
是浪費時間在演「重複又重複」的「政治秀」。

龍子明：製造混亂損港形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創會主

席龍子明認為，激進分子常宣稱尊重言論自由，
但他們那些所謂表達意見的方法，最終只會製造
混亂，影響香港的形象，當中有部分暴力行為簡

直是不可理喻。龍子明又指，市民有權與官員接
觸，了解政改方案內容，再作出判斷，「特區政
府官員只是想落區宣傳，沒有理由連這個機會也
要被人破壞，這樣實在太霸道了。市民的聆聽權
利亦不應被那些滋事者剝奪。」

蔡毅：以為大聲代表民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蔡毅認為，不少民調都反映市民希望「一人一
票」選特首，但部分人「大聲仿大眾」，以為以
高聲浪激進地發表意見，就可以將民意放大。他
奉勸那些以衝擊、推撞的手段發表意見的人：
「就算他們始終不接受，都應該要尊重主流民
意，尊重落區宣傳的官員。因為這是人與人之
間，最基本對言論自由的尊重。」

顏寶鈴：激進示威反民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也批評，反對派的所

謂狙擊完全違背民主理念，這是「講一套，做一
套」，「正如狙擊『個人遊』一樣，最終影響香
港經濟發展，香港是繁榮的經濟社會，希望他們
顧全大局，放下成見，停止狙擊。」

林鄭：選民有得揀非「硬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反對派聲言
決意在表決之日否決政改方案。 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昨日表示，目前民調反映支持通過方
案的市民較反對多，這是個事實。他認為，
反對派無論從民意還是自身利益考慮，都應
支持方案。他又認為，特區政府官員決定落
區便不應因有衝擊事件而退縮。
曾鈺成昨日出席活動後接受訪問時說：

「事實上目前所有民意調查，都是支持政改
方案比例大過反對的。『泛民』議員如何考
慮呢？我相信除了考慮民意外，亦要考慮到
實際上，通過或否決方案，哪個對香港未來
的民主發展更有利呢？我希望他們於這方
面，會有個比較務實的決定。」
對於有反對派議員至今仍然以「袋一世」

的歪理為由，要否決方案，曾鈺成反駁指，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發表政改方案聲
明時，已重申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人大常委
會2004年的解釋，反映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
選後，仍然可以再啟動「五步曲」，即已是
一個承諾。他相信若中央政府都有類似言
論，對爭取反對派支持政改有好處。
他又認為，特區政府官員有責任落區解釋
政改的好處，不論效果如何都不應該退縮。
同時應總結經驗，令以後落區活動辦得更
好。

■■林鄭月娥昨出席電視林鄭月娥昨出席電視
節目介紹政改方案節目介紹政改方案。。

各界：阻政府宣傳政改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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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及譚得志以「大聲公」與支持政
改人士鬥大聲。 梁祖彝 攝

▲黃之鋒在示威期間拿出雞蛋。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