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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特區政府問責官員上周末坐巴士巡遊宣傳
政改方案遭反對派狙擊後，前晚一批聲稱購物
分子衝擊警方，包圍旺角警署及電視台採訪
車。這顯示反政改的暴力違法行為重新抬頭。
激進反對派企圖暴力綁架香港，重演非法「佔
中」大規模動亂，以脅迫中央和特區政府。社
會各界應嚴厲譴責，警方也須果斷執法制止暴
力再度蔓延，確保依法落實普選。

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及30多名官員上
周末坐敞篷巴士巡遊，向市民宣傳政改方案。
激進反對派發起所謂「狙擊行動」，衝擊支持
政改人士甚至襲警。反對派的暴力滋擾行為嚴
重影響政改的推介工作。問責官員的巴士巡遊
宣傳原本計劃下車與市民接觸，卻因遭激進分
子暴力阻攔破壞，為顧及市民安全而無奈作
罷。反對派的激進行動毒化了正常的政改氛
圍，並可能令社會再度陷入激烈動盪，激起公
眾憤慨和批評。

前晚至昨日凌晨，一批聲稱購物的人衝擊警
方，包圍旺角警署及到場採訪的無綫新聞採訪
車。在事件中被拘捕的8人，涉嫌襲警及普通
襲擊等罪名。反對派這次反政改的暴力違法行

為，暴露反對派欲重演去年非法「佔中」的大
規模動亂，企圖再次脅迫特區政府和中央在政
改原則底線上作出讓步。

依法落實普選，符合香港主流民意和整體利
益，少數人的暴力行徑企圖綁架整個香港社
會，損害香港整體福祉。古今中外無數的歷史
和現實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因為有些人威脅發
動激進違法活動就屈服，那只會換來更多、更
大的違法活動。如果這樣，香港將永無寧日，
國家將永無寧日。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特區政府和中央的立場是堅定而明確的。

激進滋事分子包圍及拍打電視台採訪車的車
身，是對新聞自由的嚴重侵害。無綫電視新聞
部強烈譴責包圍採訪車、嚴重妨礙新聞自由的
行徑。連一向站在反對派立場說話的記協也不
得不譴責包圍及拍打到場採訪的無綫新聞採訪
車的行為。激進反對派不僅狙擊官員落區宣傳
政改，而且狙擊到場採訪的傳媒工作者，這暴
露反對派越是暴戾恣睢，就越是心虛膽怯。這
恰恰說明，政府宣傳政改和傳媒報道反對派反
政改的暴力違法行為，擊中反對派的要害。

（相關新聞刊A3版）

堅持依法普選 不容暴力綁架香港
「五一黃金周」即將到來，「開心‧着數大

行動」昨日正式推出。旅發局主席林建岳指
出，早前的「反水貨客」行動損害香港形象，
希望是次推出優惠的活動可以推廣本港好客之
道，但暫時難以估計是否可以刺激消費市道。
香港經過幾十年努力才建立「好客之都」的聲
譽，可不過數周時間的「反水貨客」行動，就
令香港「一鋪清袋」，印證了「破壞容易建設
難」的道理。香港旅遊業正面臨沙士以來最嚴
峻的挑戰。香港既需要以薄利多銷、優質服務
吸引遊客，加強在內地宣傳，挽回香港旅遊消
費的信心，更須防範政爭衝擊嚇走遊客，令振
興旅遊業的努力付諸東流。

早前頻繁的「反水貨客」行動，影響了遊客的
訪港意慾，訪港遊客數字明顯放緩，3月份整體
旅客數字下跌 8.7%，當中，內地旅客下降約一
成，海外旅客則下降近半成。4月份遊客數字繼
續錄得單位數跌幅。有業內人士預計，黃金周接
待內地客數目按年下跌40%至50%，酒店訂房量
同比下降三成半，業界叫苦連天，形容情況之惡
劣，較之沙士有過之而無不及。加上韓日、東南
亞等地的貨幣紛紛貶值，推出吸引內地遊客的措
施，進一步分流內地遊客，令香港旅遊業面臨前
所未見的壓力。此次「開心‧着數大行動」能否

刺激「五一黃金周」的消費市道，業內人士持觀
望態度。

訪港內地遊客短期內恐怕難以大幅回升，香港
旅遊業需要調整經營策略應對挑戰，既要借助覆
蓋面廣且非常吸引的優惠，包括主題公園、大型
商場、酒店、食肆的購物消費折扣，以刺激遊客
和本港市民的消費意慾，提振人氣，更要改變以
往靠人多牟利、忽略質量的短視做法，重歸優質
服務、文明待客的取勝之道，重新樹立香港旅遊
的口碑，藉以吸引遊客、留住客人。旅發局更應
積極在內地展開巡迴推介香港遊的大型宣傳活
動，讓內地民眾知道，香港非常歡迎內地遊客，
遊客應打消不必要的顧慮，重拾來港旅遊的信
心。

香港近年事事政治化，去年「佔中」已經削弱
遊客來港遊的信心，今年「反水貨客」行動，內
地遊客無辜成為被針對、被攻擊對象，最終捨港
而去，代價卻要全港市民來承受，再次說明政爭
惡化，對香港百害而無一利。如今政改方案正式
揭盅，反對派聲稱要否決政改方案，會否再掀起
政爭惡浪，損害香港旅遊城市的形象，令政府和
業界為振興旅遊業的努力前功盡棄，這是最令人
擔心，也是最需要防止的。

（相關新聞刊A12版）

力挽遊客信心 更須防政爭衝擊
A6 重要新聞

反對派勿奪港人普選機會
籲考慮市民共同願望 為港福祉讓民主向前

林鄭月娥昨日在香港報業公會
頒獎禮上致辭時主動提到，

根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下的政改框架落實
2017年普選特首，是中央、特區政
府和香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這
有利於香港整體及長遠福祉，並期
望政改於本立法年度完結前表決。
她續說，特區政府會全力爭取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通過政改議案，
惟要令反對派回心轉意、支持政改方
案是「高難度的工作」，「我希望立
法會議員會考慮主流民意，不要剝奪
市民『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行政長
官的機會。我相信各位新聞工作者會
繼續全面和廣泛地報道政改的發展，

並會對議題進行深入分析，讓讀者能
夠更全面地了解各種主張和政見背後
的理據，以期讓社會收窄分歧、凝聚
共識。」

籲關注民意支持「8．31」
林鄭月娥在活動後被問到民意調查

結果均顯示，香港主流民意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時指出，不少
學術機構、民間團體的民意調查中，
均有過半數市民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作出決定後，支持或接受
有關決定作為政改方案的基礎，且絕
大部分市民期盼於2017年落實「一
人一票」選特首，民意已非常明顯，
希望立法會議員予以關注。

盼明白方案可如期落實
她強調， 特區政府會在未來的日

子裡，繼續就政改具體方案宣傳，
並再呼籲立法會議員「認真去想一

想」香港市民對普選的期盼，希望
他們明白按現時具體方案，是可切
切實實地讓市民在2017年普選特
首，促請議員支持方案，使香港的
民主發展「向前行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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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於
上周出爐，反對派繼續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更聲言會
「再佔」。特區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昨日指出，倘反對
政改的人期望再以違法「佔領」等要求特區政府重啟政
改，是錯誤評估形勢，並強調通過方案百利而無一害，
「百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
羅范椒芬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百鳥在林，不
如一鳥在手。」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對香港百利而
無一害，更會「牽一髮動全身」，方案不獲通過則會令香
港社會更撕裂，尤其香港面對着競爭力滑落等危機，還有
很多深層次問題需解決，特區政府需要做些其它的實質事
情，但社會過去一年多已因政改爭議折騰，不能再糾纏在
此問題上。

基本法無定落實普選時間表
她續說，倘不接受目前的政改特首普選方案，即使到

2017年或2022年，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都無可能重啟
「政改五步曲」。她指，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沒有指定
落實時間表，「沒有什麼壓力要立即做。」倘反對政改者
期望再以違法「佔領」要求特區政府日後重啟政改，是錯
誤評估形勢。他們不應對在短期內重啟「政改五步曲」有
遐想。

方案高透明度 提委無法操控
被問及有人稱中央會操控提委會時，羅范椒芬指，自己

身為特首選委會成員，只想選出有心有力的人去帶領香
港，而特區政府公布的方案有很高的透明度，同時也令提
委不容易被操控，例如以暗票決定哪位參選人「出閘」
等，她相信提委會成員屆時會憑良心投票。
她進一步分析，倘民調顯示有特首參選人很受市民歡

迎，卻不能「出閘」成為候選人，提委會就要交代，相信
屆時將會有人「捉鬼」。倘提委會提名候選人的結果與公
眾期望有落差，大家對候選人會有質疑，認受性也會打折
扣，影響普選的實效，故不認為提委會會這樣做。
羅范椒芬指，在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出爐後，她暫未接
觸反對派，但指自己任何時候也願意溝通，但強調單靠
「政治騷」不能解開反對派與中央的心結，令雙方建立互
信，必須透過「閉門交心傾偈」才可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聲稱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會帶來「篩選」，故堅持否決根據決定的政改方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昨日表示，「8．31」決定的核心理念是特
首要向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負責，若於這方面不搞清楚，將會影響
「一國兩制」的運作。他又認為反對派應在香港基本法下爭取，而
對抗言論無助建立互信。
黃友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香港在政改方面的討論於過去

一年多走了很多歪路、浪費時間，甚至到目前仍未走入正題，許多
的方案如「公民提名」都不符合香港基本法。
他續說，反對派聲稱只要是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下
的方案都會否決，而「8．31」決定的理念是重回香港基本法第四十
三條：特首要向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負責。

基本法要求特首愛國愛港
黃友嘉指出，有人或會認為根據「8．31」決定或愛國愛港的要求
會形成所謂「篩選」，但這做法只是反映香港基本法要求，並指倘
香港與中央政府於這一基本問題上仍不咬弦，往後會帶來很大問
題，不只對內地帶來衝擊，更會為香港帶來傷害，影響「一國兩
制」往後的運作。
他認為，反對派應在符合香港基本法下為港人爭取最多，建制派

不會對此有太大意見，然而現時反對派的「發言人」仍然講「中央
呃咗我哋幾廿年，繼續蒙騙我哋」等言論，無助建立互信。
他又指，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在符合香港基本法、「8．31」決定
及愛國愛港或不與中央對抗的要求下，並沒有排除任何人參選的機
會，故看不到反對派為何不可「出閘」。
黃友嘉強調，方案通過對香港長遠有好處，但非立竿見影，而帶

出來的議題會更多，如立法會普選及取消功能組別等，否決只會令
特首普選變得遙遙無期，所衍生的政治爭拗及行動會更尖銳、激
進，經濟方面則「唔會有大作為，但又唔會差得去邊」。

黃友嘉：「8．31」核心是特首向中央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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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特區
政府各問責官員上周六乘巴士落區宣傳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但由於激進派的狙擊造成混亂，令
他們無下車接觸市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
坦言，和市民接觸並解釋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事，
但在激進派狙擊下，他們為免在場市民受傷而未
有下車接觸市民，對此她感到無奈。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特區政
府官員上周六總動員落區宣傳的情況時強調，與
市民接觸，解釋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非常重要
的事，故特區政府重視有關宣傳工作。
她續說，根據原定計劃，上周六各官員本應在
抵達港九及新界各區時，下車向市民派發宣傳單
張、接觸市民，但由於此前有人已得悉他們的宣

傳路線，並動員示威者到場狙擊和包圍，各官員
相信下車後也難以達到接觸市民、宣傳的效果，
經評估後決定不下車宣傳。
林鄭月娥慨嘆，面對被示威者狙擊的情況，他

們既不希望市民、前線警務人員、示威者等在此
混亂情況下因肢體碰撞而受傷，並對因此而無法
直接接觸市民感到非常無奈。

林煥光：衝擊手段不恰當無必要
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後表示，官員有需要向市民解釋方案爭取支
持，但示威者以衝擊手段狙擊官員是不恰當也無
必要的。他續說，即使反對方案者表達意見，特
區政府也沒有阻止，希望他們可以各自表達，毋

須用武力或衝擊阻止。

羅范盼可與市民直接交流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在另一電台節目上，被
問及問責官員近日接連落區宣傳特首普選方案時
表示，如果特區政府有安排，必會參與政改方案
的落區宣傳。她不希望再次發生衝擊事件，而是
可與市民作直接交流。

黃友嘉：誠意落區解釋方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則指，特區政府有誠意落區接觸市民解釋方
案，問題是狙擊文化已經形成，故不能把責任
完全推在特區政府身上。他又指，若官員落區
做成很大混亂、肢體碰撞甚至有人受傷，大家
都不想看到，故當局或會考慮此原因而不安排
官員下車宣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
妮）反對派近日落區向市民「洗
腦」反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公共專業聯盟」立法會議員梁
繼昌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
目前反對派落區打「民意戰」，
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三成多未
有意向的中間派市民。
梁繼昌昨日在接受DBC電台
訪問時稱：「從不同民調中都看
到，約有三成多的香港市民都未
就政改表態。我相信這些市民還
是未清楚究竟目前的政改方案是
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他稱，反對派落區就是要針對
這些人，要他們支持反對派的理
念，然後再「人傳人」地散開。
同屬「公專聯」的議員莫乃光
在同一節目上被問到否決方案
後，會否繼續擔任選舉委員會委
員，或繼續參加功能界別選舉
時，他回答得模棱兩可，只稱有
部分人認為要佔據位置從而加入
不同的聲音，但目前作出決定仍
言之尚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問責官
員日前落區宣傳政改，雖受激進分子狙擊，問責官
員仍無放棄落區爭取民意支持。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昨晨在沒有公開行程的情況下，聯同副局長許
曉暉及政治助理徐英偉，帶備政改傳單，在筲箕灣
巴士總站呼籲市民支持和爭取立法會通過政改方
案，體現特區政府推動政政全力以赴。
曾德成等昨晨約8時，在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

興和郭偉強陪同下，到筲箕灣巴士總站派發政改宣
傳單張及與市民握手，逗留約半小時。

徐英偉：有得選梗好過齋睇
徐英偉昨日在facebook表示，昨日「德成局長、
許曉暉副局長與他一同『落地』去到筲箕灣宣傳普
選特首嘅方案。有得500萬人『一人一票』選特
首，梗係好過齋睇1,200人『小圈』選特首啦，我
哋冇理由原地踏步，為反對而反對。希望大家一同
支持及爭取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落實我哋嘅共同
願望！」
他並隨文張貼10多張曾德成和許曉暉派發政改單

張的照片。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隨後留言指
「做得好」，還反問道：「誰說官員不落地？」
由於活動事前並無知會傳媒，故也無受到激進示
威者的干擾，最終順利完成。其間，曾德成只身穿
恤衫西褲，捲起衣袖，無繫領帶，揸咪呼籲市民支
持政改方案，又向市民派發政改傳單，親自解釋方
案，與許曉暉和徐英偉全情投入。不少市民見到他
們作為問責高官能「放下身段」深入社區，也紛紛
上前握手並接過傳單，以示支持。

若落車遇狙擊 恐累市民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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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德成「突擊落地」宣政改

■曾德成、許曉暉與徐英偉，昨在王國興及郭偉強
陪同下到筲箕灣宣傳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罔顧民意，稱民意調

查結果也無法左右他們否決政改的決定。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

月娥昨日坦言，要令反對派回心轉意、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

方案是「高難度的工作」，並呼籲他們考慮香港廣大市民對普

選的共同願望，及香港長遠的福祉，讓方案通過，以落實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讓民主向前「行一大步」，

不要剝奪港人透過「一人一票」選出下任特首的機會。

■林鄭月娥呼籲反對派勿剝奪港人普選權利。 潘達文 攝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系列社評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