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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戈平：實現普選須有提委會
特首選舉不屬高度自治範圍 中央有實質審批權任命權

梁愛詩：政改方案已是最好辦法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李自明 ) 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說，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由以往選舉委員會選舉產
生，到500萬名合資格選民普選產
生，這肯定是很大的改變。她形
容，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已
是最好的辦法，倘香港不能落實行
政長官普選，未來管治會更加困
難。
反對派宣稱今次政改「袋住先是袋

一世」。那政改方案有否改動空間？
梁愛詩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政改方案
的推薦辦法，門檻較低，容許更多參
選人參與，這個方案已是最好辦法，
若立法會原則同意按照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推動政改，方能夠再
討論方案細節，「任何事都是有可能
的。若原則上接受方案的大方向，再
視乎立法會三分二議員是否同意修
改。」

批泛民無利用機會商討政改
梁愛詩批評，自啟動政改以

來，反對派擺出「總之不撤銷『8
．31』就無得傾」的姿態，沒有
利用好溝通的機會，「原來政改
第二階段諮詢，是很好的機會商
討政改方案細節，但『泛民』沒
有利用好機會。政改需立法會三
分二支持通過，目前建制派有43
席，立法會主席通常不投票，即
政府還需要5票。目前我看不到有

5個議員同意按照方案大方向進行
（投票）。」

未聞訂「特首任命法」但中央有權
針對報道指中央計劃制訂「特區長

官任命辦法」，梁愛詩坦言，她沒聽
聞中央想訂立「特首任命法」，希望
大家不要胡亂揣測，「不過，香港基
本法明確訂明，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
任命由中央決定，中央有權規定任命
辦法。」
會否再擔當中央與反對派的「中

間人」？她坦言，溝通大門早已打
開，根本無需「中間人」的存在，
但「一隻手拍不響，」最重要是有
否誠意溝通，「初期我都有跟不同
議員接觸。我們在香港幾十年，經
過中英談判，到香港基本法通過，
到香港特區成立，大家有很長的交
情，但自從人大『8．31』決定
後，我擔心接觸會對他們造成影
響。」
梁愛詩昨日出席港區婦聯代表聯

誼會政改座談時又重申，反對派沒
有利用好溝通機會，「例如，去年
上海行，部分議員拒絕參與，部分
到埗後態度不合作；即使最近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表示樂意與
『泛民』見面，但未及見面，『泛
民』就要求撤銷『8．31』框架，有
立場都可以坐低先表態。若香港不
能落實行政長官普選，未來管治會
更加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李自明 )歐盟「對
外行動署和歐盟委員會」發表《香港年度
報告》，報告指出，支持港人在行政長官
選舉有真正選擇，並期望在香港基本法框
架下，香港達致可信包容的選舉制度。香
港特區政府回應時強調，特區政府是嚴格
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8．31」決
定，如期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政改方案
更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期望市民
和立法會議員支持。
歐盟「對外行動署和歐盟委員會」前日
發表《香港年度報告》指，「支持港人在
2017年及之後，在特首選舉有真正選舉
及高度參與政治的期望，期望香港政府在
香港基本法框架下，透過建設性對話，達
致可信、透明、包容的選舉制度」。報告
又總結指，香港去年面對明顯的挑戰，但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有管治模式大
致運作良好。
報告續指，香港自回歸以來，歐盟與成
員國一直緊密注視香港在「一國兩制」之
下的發展，歐盟堅守「一個中國」的原
則，期望香港「一國兩制」能全面落實，
歐盟會恪守對香港民主、法治、基本自由
權利的承諾，並期望進一步深化和擴展與
香港的關係。

政改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特區政府昨日回應時強調，特區政府已
經公布政改方案，方案是合憲、 合法、
合情、 合理，期望市民和立法會議員支
持，讓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可以如期
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下任行政長

官，「 政府是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8．31』決定，如期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期望
市民和立法會議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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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青年在線昨日在城大舉行政改講座，饒戈平、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

主任鄒平學、資深評論員周八駿擔任講者。

凝聚共識 最重要是回歸基本法
饒戈平在演講中引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指，當前香港社會
為縮小分歧，凝聚共識，最重要是回歸香港基本法，回歸到香港
基本法有關條文的明確規定。饒戈平表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是關於特首產生辦法的專項規定，是實施普選的綱領性條文及
核心法律依據。

普選寫入基本法 英150年未做到
他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開創了香港的民主制度，奠定了
「港人治港」的重要根基，「徹底終止了英女王直接派遣港督治理
香港的模式」，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其次，第四十五條確立了普
選目標，因為是中央主動把普選寫入基本法，「英國人150年來都
沒有做到」，這體現了中央推進香港民主的誠意，也體現了「一國
兩制」的巨大包容性和創造性。同時，第四十五條規定了香港政制
發展的原則和特首普選的制度性安排，是不容置疑、不可挑戰的法
律根據。

所謂「國標」人人不同
饒戈平強調，香港普選本質上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選舉，不是國
家層次的普選，因此香港普選不可照搬西方國家的做法，也不受
國際人權公約的約束。他指普選沒有「國際標準」，因為人人的
標準也不一樣，笑言「唯一共通的標準，是誰都沒提出國際標準
是根據哪一個條約產生。」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香港作為地區，特首選舉
辦法並不屬於香港高度自治的範圍，香港的政治制度並非自行創
制確立，而是由中央決定。他並指，香港特首是由地方選舉產
生，但選舉結果並非直接生效、「照單全收」，因為中央具有實
質的審批權和任命權，而任命是必要的環節，以體現特首對中央
和香港「雙負責」。
饒戈平又說，第四十五條規定普選是提委會及「一人一票」的
結合，「沒有提名委員會制度，便沒有香港普選，不可將兩者分
開，不容許只要『一人一票』普選，但罔顧或隨意改變提名委員
會。」

港草委提出提委會制度
他特別提到，第四十五列明的提委會制度，當年不是中央提出，而
是由香港的草委提出，因這制度有利均衡參與，避免民粹主義及中央
不任命特首產生的憲制危機，強調中央不是要控制選舉，「如果中央
要控制選舉，完全可以不規定普選，沒有必要給自己找麻煩。」
他強調，人大「8．31」決定是根據第四十五條而作出，為實施
香港基本法提供了制度保障，因此只要第四十五條不變，「8．
31」決定的效力就一直存在，日後亦看不到有改變的可能性，但
強調香港仍有空間透過本地立法調整選舉制度。他指普選距離香
港愈來愈近，呼籲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特區政府日前提出政
改方案，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饒戈平昨日在港出席一政改論壇時表示，特首普選不屬
於香港高度自治的範圍，中央對選舉結果也非「照單全
收」，因為中央具有實質的審批權和任命權。他強調，
提名委員會是實現普選的必要條件，沒有提委會便沒有
普選，又指只要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不變，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沒可能更改。

鄒平學批反對派曲解「決定」呃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政改方案日前出
爐，反對派續以「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歪理誤導
市民。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
平學昨日在政改論壇上，抨擊反對派刻意曲解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對善良市民作出欺騙、
訛詐行為。他強調，中央對政改擁有主導權和決定
權，人大決定沒有撤回或改變的可能。

若重啟政改 亦須回到「8．31」
鄒平學表示，人大「8．31」決定是莊嚴謹慎的

決定，「已經成為鐵案」，其法律效力不可置
疑，「離開人大決定來尋求另類特首普選之路是
走不通的。」一旦政改被否決，即使將來重啟政
改，亦必須回到「8．31」決定設定的軌道，「它
的效力是『風雨不動安如山』」，又指政制發展
必須按循序漸進原則，「發展民主不是賽車比
賽，越快越好。」

斥反對派為個人利益堵死民主路
就反對派聲稱「袋住先等於袋一世」，鄒平學

直斥反對派有認識誤區、理論謬誤，是「對善良
市民的欺騙、訛詐」。
他強調，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後，未來隨着香

港民情變化，特首普選的框架完全有優化空間，
批評反對派急於表態否決政改，將自己放在中央
的對立面上，「實質是因為個人、小集團利益得
不到滿足，因為自己短期內無法成為領路人，就
索性直接把香港民主發展之路堵死了。」
至於中央能否「承諾」2017年後可優化普選制

度，鄒平學直指這是「要脅」，中央不可能作出
這樣的「承諾」。
他又說，政改方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和民意，

是民主和寬鬆的安排，促請反對派順應民意通過
方案，「是做『民主派』還是『假民主派』？只
計算自己的得失，還是考慮 500 萬選民的得
失？」
鄒平學強調，在政改問題上，最關鍵是社會是

否接受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對政改的主導權和
決定權，「如果接受這一點，後面的爭議也不算
什麼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
惠珠昨日出席大中華青年在線的政改講
座時指出，倘政改方案不獲通過，由
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
的方式，可能要「袋一世」，香港不知
何時再有機會落實特首普選。
譚惠珠在會上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並非一個指引，而是有法
律約束性，「不能選擇性走自己的路」。
她表示，即使無法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
人大決定在2022年仍然有效，除非全國人
大常委會另有新決定取而代之。
她強調，香港基本法沒有「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提出修改香港基本
法容納這些違法建議，是違反香港基本法
的初衷，而修改香港基本法是非常艱難，
「如果堅持要『公民提名』，1,200人
（選委會）選特首可能『袋一世』。」
她又說，即使2018年再啟動「五步

曲」，也不會出現「公提」、「黨
提」，「2017年普選做不到，2022年也
未必做到，不知何時可以做到」，普選
立法會亦可能遙遙無期。她重申，不接
受今次政改方案，便會失去普選機會。

■大中華青年在線舉行基本法活動。 彭子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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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效。 彭子文攝

■饒戈平指出，特首普選不屬
於香港高度自治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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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平學批評反對派曲解人大
「8．31」決定，對善良市民作
出欺騙、訛詐行為。 彭子文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日前有報道引述消息
指，中央計劃今年內起草制定「特別行政區長官任命
辦法」，規範港澳特首的任命事宜。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昨日在港出席一
活動後表示，沒有聽聞過有關說法，但他認為香港基
本法是憲制文件，內文只是原則性和框架性規定，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力、亦有必要去為香港基本法制定
配套制度。
領導政改工作的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接

受傳媒訪問時，重申無聽聞過中央相關計劃，認為
公眾毋須作無謂的揣測，又強調特區政府知道有關
議題敏感 ，故此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已及時澄清。

珠姐：無迫切性 曾鈺成：毋須無謂猜測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

認為，現時沒有迫切性就特首任命辦法立法，社會應
先處理好政改問題，又表示相信港人可以選出能與中
央溝通的特首。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則說，倘中央就香港基本法有
關任命特首的權力制定法案作規範，是無可厚非，
因為中央的確有這個權力，更何況這是一個實質的
任命權，若有明確的法律去規定如何行使有關的權
力，是一件好事。他指出，特首任命權是在選舉完
成後才進行，相信不會影響選情，社會不用作出無
謂猜測。他又強調，就算中央立法，亦不會影響
「一國兩制」、「港人自港」、高度自治的運作。

傳特首任命立法
林鄭重申無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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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港區婦
聯代表聯誼會昨日發表政改聲明，全力
支持政改方案。該會強調，特區政府上
星期公布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
詢報告及方案》，是「合憲、合法、合
情、合理」，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也是理性務實
的方案。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昨日發表聲明指，

特區政府上星期公布了政改方案，是香港
民主發展重要里程碑 ，強調政改方案是
「合憲 、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兼顧香港各階層各界
別利益，更體現了香港主流民意，是一份
理性務實的方案。

聲明並指，該會團結香港各界婦女代
表，堅定支持香港依法實現普選，「為了
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為了廣大香
港市民的共同福祉，本會強烈呼籲全港市
民團結一致，全力支持政改方案，實現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葉順興籲議員依民意投票
該會會長葉順興坦言，立法會議員是民
意代表，定要依據主流民意投票，呼籲大
家繼續為支持政改努力發聲。 該會副會長
顏寶鈴說，立法會議員應該聽取主流民
意，不是爭取「口號式民主」。「國家在
不斷轉變，反對派有何理論去講『袋住先
是袋一世』？他們手中有票也不能任性，
大家應珍惜普選的機會。」

港區婦聯：方案理性務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