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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姐寄語反對派 勿因選票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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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特區
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將於6月至7月在立法會
表決，惟反對派堅稱綑綁否決。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指出，倘政改方案
被否決，就再沒有政改時間表，由於「重啟
五步曲」要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她不認為
短期內可再推政改。她呼籲香港反對派議員
「放下面子」通過方案，如果做正確的事，
即使被批評「轉軚」也沒有所謂。
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政改

首輪諮詢完全沒有指導性，意見是百花齊放的，但反對派堅持
「公民提名」，其後更聲言一定要「撤回人大8．31」決定，未有
積極探討如何改進方案。

先通過方案再商細節
她個人認為，特區政府提出的方案有進步，值得支持。雖然大
原則不會有改動，但反對派議員可先考慮接受大方向，通過方案
後再討論改善細節，例如參選人「入閘」的推薦人數在原則上是
可以改動的。
就有反對派聲稱提委會四大界別維持不變等決定，將為普選特

首構成「不合理限制」，梁愛詩坦言，倘普選一開始就提委會安
排作出太大改動，會帶來不穩定性，而提委會內四大界別並非只
以經濟效益考慮，而是包括了基層、專業、政界及商界，是香港
社會縮影，且無一個黨派可以壟斷提委會，故提委會有廣泛代表
性，「唔好話因為建制派多就話唔公平。」

料2017年前機會是零
她強調，達到普選目的，不代表將來永遠停步，政改方案只可

以更好，不可以做到「最好」，而不行前一步，就無法討論如何
在之後改善。此外，一旦政改方案被否決，就再沒有政改時間
表，由於「重啟五步曲」已考慮了香港實際情況，故不認為短期
內可再推政改，「我覺得2017年之前（機會）是零，至於2017年
以後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在2022年，誰人可以說香港這幾年實際
情況的變化會如何呢？」
梁愛詩強調，反對派27位議員都有支持方案的空間，但由於他們

已經綑綁立場而未能表態支持。但她相信，如果做正確的事，即使
被批評「轉軚」也沒有所謂，並呼籲反對派考慮香港市民福祉，放
下面子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即使可能會流失激進派選票，但
同時會贏得其他市民的認同，「有失亦有得」。

張志剛批梁家傑一味喊口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個民調近日相繼出爐，支持落實2017年

特首普選的比例均高於反對者。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昨日未有正
面回應民調結果，反而轉移視線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經常指六成民意支
持方案是「呃鬼食豆腐」。特區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反駁，政治人物最重要
是講道理，而非只喊政治口號，並促請他們從政治現實出發，先通過方案。

政治人物要講道理
張志剛昨日和梁家傑接受電視節目訪問。張志剛指出，政治人物有權不跟

隨民調，但更重要是要講道理：落實特首普選可增加市民的政治影響力，
「由500萬人選特首，一定比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特首好。」
他續說，雖然約三成多市民反對方案，但通過方案對這批市民沒有損失，

對支持政改的人卻會有很大得。他擔心若政改被否決，「一路拖落去，唔
知拖到幾時，只係浪費時間。」
梁家傑則聲稱，否決是次特首普選方案，中央仍然有落實普選的「壓
力」。他在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更稱，「宜家唔袋，一世都無機會」的說法
是特區政府威嚇市民的手段，又聲言方案中的特首人選會被中央「操縱」，
市民一票在方案中無「實際權力」。方案一旦通過，特首候選人屆時只要向
1,200人的提委會委員「拜票」，以「塘水滾塘魚」方式令自己「出閘」，模
式跟現在的特首選舉制度無分別。
張志剛反駁，「袋一世」比「一世都無」好，並批評反對派聲稱特首普選

方案是「假普選」的說法毫無根據。
他又指，特區政府向反對派議員「撬票」，是光明正大而非「偷偷摸
摸」，特區政府未來一段時間應將道理「講通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譚惠珠昨日強調，香港目前正面對「兩大瓶頸」，
包括行政立法關係差、香港與中央地方關係惡化，若
不疏導問題，香港發展將會裹足不前。她呼籲香港反
對派不要因擔心流失選票而企硬，應為大局想支持
政改方案，因為倘普選原地踏步，行政立法關係繼續
惡化，將會是全港700多萬人的損失。
譚惠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造成目前的施

政困局，源於目前特首由1,200名選委選出，其群眾基
礎與立法會議員相比，認受性不足。立法機關認為行
政機關並非權威，群眾認受性也不够高，故需要透過
普選解決有關問題。
她說，「反對派發動『不合作運動』，每日拉布成本超過200萬元。去年

27個基建工程項目撥款至今仍未審議，平均延遲了6個月，並已經增加25
億元成本。繼續拉布使立法會引擎空轉，香港經濟會出現問題。」

選民盼立會議員理性
譚惠珠呼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應該為香港大局想，通過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我明白有反對派議員擔心流失選票，但若普選原地踏步，行政立
法關係繼續惡化，將會是全港700多萬人的損失。選民若有一票在手，就會
改變想法，可能有其他支持者認為，立法會更需要理性的反對派。」
她續說，「若政改順利獲得通過，『袋一世』的是『一人一票』；相反，

『袋一世』的則會是選舉委員會。『一人一票』是『袋一世』，無人拎得走，
無人可以將佢逆轉。即使政改方案僅僅夠票通過，但如果下屆（特區）政府能
夠順利誕生，政府有能力、有政績，成功解決民生問題，並找到一個新的經濟
增長點，例如成立創科局發展科技，相信最終都會得到市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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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普選方知要否再修改
認同「一國」前提下 中央溝通大門長開

旺角警署遭塗鴉 青年涉刑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位

於九龍太子道西的旺角警署遭人塗
鴉刑毀。一名青年昨凌晨以黑色噴
漆在警署外牆噴塗侮辱警方字句，
警員聞訊外出查看時，涉案青年已
逃之夭夭，警方列作「刑事毀壞」
案處理，追緝在逃疑人歸案。保安
局局長黎棟國昨晨在落區時表示，
塗鴉可能涉及「刑事毀壞」，警方
會搜集證據找出涉案者調查。

牆外噴辱警大字
事發於昨日凌晨3時42分，一名58

歲姓梁的士司機途經旺角警署時，發
覺一名年輕男子正以黑色噴漆在警署

外牆塗鴉，馬上報警，惟署內警員聞
訊外出時，涉案男子已逃去。
警方事後發現，警署報案中心向

太子道西的外牆被人塗上5個大字
及一個感嘆號，內容帶有侮辱性，
面積約1米多乘7米，其後再發現
另一幅牆壁同樣被人以黑色油漆噴
上字句，面積約半米乘1米。
警方正通緝一名涉案青年，他年

約15歲至20歲，案發時身穿有帽的
灰色外套及藍色牛仔褲。至於事件
是否與前日凌晨藉口「鳩嗚」（購
物）的示威者與警方衝突有關則有
待調查。案件已交由旺角警區刑事
調查隊第四隊跟進。

挺政改市民多反對者9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公布後，支
持通過政改的民意持續佔大多數。
now新聞台贊助香港3間大學的民
調機構進行的滾動民調昨日公布首
次結果，發現47%受訪者支持方
案，38%反對方案，未有取向的則
佔16%。
是次調查由3間大學民調機構，

包括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研究中
心、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及理工
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聯合進行。
他們在上周四開始，即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公布翌日進行滾動民
調，共訪問了1,167人，問他們支
持還是反對政府提出的方案。
調查結果發現，經四捨五入

後，支持方案的受訪者有47%，
反對的有 38%，未有取向的佔
16%，正反民意相差9個百分點。
在交叉分析未有取向的16%受訪
者中，三成多人自稱是中間派，
其次是自稱沒有政治傾向的人，
只有少數建制或反對派支持者未
歸邊。其中，自稱「泛民主派」
的支持者，七成反對方案，只有

一成一支持方案。

青年較多反對方案
按年齡組群分析，18歲至29歲

的被訪者63%都反對方案，支持
的有28%，游離民意少過一成。
按學歷進行分析，大專以上的被訪
者，55%都反對方案，中學和小學
以上的就有50%表示支持。 參與
設計調查的理大學者鍾劍華分析
稱，觀乎近日多個民調，38%反對
方案的比率幾乎不變，相信即使特
區政府能爭取到中間民意，「意義
也不大。」

逾半人贊同應通過

另外，無綫電視委託嶺南大學
於上周四至周日電話訪問逾1,100
位市民，發現有51%受訪者認為
應通過方案，38%認為應否決，
11%受訪者無意見。同時，35.3%
受訪者接受方案，35.5%不接受方
案，兩成半人覺得「一半一
半」。一旦方案被否決，最多受
訪者認為反對派要負責任，達
42%，特區政府佔37%，中央政
府佔31%，而認為建制派議員有
責任只有14%。同時，66%受訪
者會以「票債票償」方式，懲罰
投票立場與受訪者不同的議員，
如果是反對派支持者，「票債票
償」的比例更超過71%。

10萬市民簽名撐設「辱警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激進反對派近日再在旺角鬧市發起

「鳩嗚」行動，反對普選方案，更一度阻塞交通要道，又試圖襲擊
警員阻礙記者採訪。「正義聯盟」及「撐警大聯盟」昨日到旺角警
署集會，向警方送上心意卡和糖果以表支持。他們又即場剪爛黃
傘，表達對反對派破壞法治的不滿。召集人李偲嫣表示，他們至今
已收到逾10萬個簽名支持設立「辱警罪」，他們會擬定「辱警
罪」的建議方案，在6月底提交予特區政府。
「正義聯盟」及「撐警大聯盟」約20名成員昨日下午在旺角警署外

集會。他們在手持「真普選是假，真犯法是真」、「破壞當建設，鳩
嗚真廢物」、「支持警察立即執法」等標語，同時高叫口號，呼籲社
會「停止侮辱香港警察」。

「正義」「撐警」滅黃傘挺執法
他們並為警員預備一張心意卡，上面寫上「感謝您們」、「加
油！努力！永遠支持」、「我們敬愛您！」等字句，又向警員送上
糖果，為警員們打氣。其後，他們又舉行了「正義掃黃！滅傘行
動！」行動：用剪刀弄破象徵違法「佔領」的黃色雨傘，又用腳踐
踏黃傘，並將已弄破的黃傘棄於垃圾箱，以表達對反對派破壞法治
的不滿。
「正義聯盟」及「撐警大聯盟」批評，「鳩嗚」示威者繼續辱罵
警察和破壞香港法治精神，並對前線警員受到挑釁辱罵感到非常痛
心和憤怒。他們希望通過是次活動，表明香港市民全力支持香港警
察立即執法，不要對犯罪分子留手，要盡力打擊罪犯，回復香港的
法治。

李偲嫣批「鳩嗚」亂旺阻採訪
「正義聯盟」及「撐警大聯盟」召集人李偲嫣表示，近日「鳩

嗚」問題再現，除了搗亂旺角的秩序，又進行衝擊，騷擾市民日常
生活秩序，阻止記者在場採訪，昨日凌晨旺角警署牆外更有人寫有
侮辱警察的字句。這種有組織的違法行為有如「黑社會」。警方應
即執法「拉人」，市民倘拍得有關示威的短片，應交予警方處理，
讓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有足夠的證據去處理。
過去多月就設立「辱警罪」設街站收集簽名的李偲嫣又指，他們
至今已收到逾10萬個簽名，支持設立「辱警罪」。他們會繼續與
法律界人士擬定「辱警罪」的建議方案，預計於今年6月底提交當
局。他們並會於本周六下午，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重建香港」嘉
年華會，包括有攤位遊戲、舞台劇，以及「藍色印記」佔中照片
展，並讓市民表達訴求。

■「正義聯盟」與「撐警大聯盟」昨到旺角警署外集會，並用剪刀弄破象
徵違法「佔領」的黃傘，以表達對反對派破壞法治的不滿。 曾慶威 攝

香港大律師公會訪問團昨日展開北京訪
問，獲安排與李飛主任，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
張榮順會面逾兩小時，就香港市民關注的問題
深入交流。譚允芝在會後指，會上討論到一旦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獲香港立法會通過，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否可以按香港實
際情況優化的問題。

必須先實踐觀察運作再考慮
她引述李飛主任表示，人大「8．31」決定有
法律效力，而任何的法律都可以改變，但任何改
變必須嚴格依照基本法及按照法律程序。同時，

必須要透過時間實踐特首選舉制度，然後觀察其
實際運作經驗，才可看到有否修改的需要。
有關提委會依照選委會組成是否具有廣泛代

表性的問題，譚允芝引述李飛主任說，這是香
港基本法草擬時，香港人所提出的制度，當中
體現了多元及平衡，令社會各界有機會均衡參
與，所以重點是廣泛代表性而非多數代表性。

通過方案 再修改辦法仍有效
就特首選舉制度可否在基本法下修改，她引

述李飛主任表示，假如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獲
得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修改選舉
辦法仍然有效。李飛主任在會上還提到中央與

各方，尤其是反對派方面的溝通大門仍然長
開，但強調溝通必須要在認同「一國」的前提
下進行。

司法部允探討港大狀北上
訪問團昨日還拜訪了國家司法部及全國律

協，並和國家司法部副部長趙大程會面。司法
部同意就多個方面探討合作可行性，包括香港
大律師參與自貿區的法律業務上，尤其是以顧
問身份處理民事案件、合約糾紛，及提供法律
意見等範疇；香港大律師在「一帶一路」的拓
展規劃方面，希望能為內地企業以顧問身份提
供法律意見；鼓勵企業在涉外合同中，指定香
港法律為適用法，以及指定香港為解決糾紛的
法律管轄地；香港大律師可為內地律師提供及
分享法律專業的執業操守經驗等。
訪問團又拜會了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
法院院長周強會面，會上主要談及國家一系列
的司法改革議題，包括法院法官獨立審判制度
的發展，也談及法官隊伍專業化及人民陪審團
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正在北京訪問的香港大律師公會訪問團，昨
日獲安排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會面。大律
師公會主席譚允芝在會後引述對方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有法
律效力，任何法律都可以改變，但必須嚴格依照香港基本法及按照法律程序，
並透過實踐才知特首選舉制度是否有修改需要。在認同「一國」的前提下，中
央與反對派溝通的大門仍然長開。

■香港大律師公會訪京團昨獲安排與李飛主任會面。 有線新聞截圖

香港大律師公會訪京引李飛語：

■李飛主任昨會見香港大律師公
會訪京團。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