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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委曲求全，為免被新民主同
盟等激進派狙擊，這次在政改問題
上，心甘情願被人綑綁，揚言否決政
改方案不會「甩底」，以為低聲下氣
可以保住原有陣地。可惜算盤打錯
了，狼怎會不嗜血，激進派又怎會放
過民主黨。新民主同盟前日投訴話民

主黨大蝦細，在地區工作不按協調機制，踩了新民主
同盟的地盤。民主黨不論是否與激進派綑綁，人家都

要肢解他，瓜分其地盤和議席。民主黨，醒Ｄ啦。
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范國威出選新界東地方選區，

在選前不被看好下成功當選，秘訣就是利用討論區爭取
年輕選民，挖走了不少民主黨的票。今年年底的區議會
選舉，反對派正在協調選區分配。新民主同盟咬死，按
照機制他們可以在將軍澳軍寶區展開地區工作，指摘民
主黨陳展浚不按機制，踩入軍寶區，扣上「白鴿黨」大
蝦細的罪名。范國威威脅說，如果陳展浚不讓路，就會
在另外一個選區和民主黨對着幹。范國威還指，民主黨

主席劉慧卿同黨員李家輝在澳唐區掛橫額，斥民主黨意
圖挑起內戰，玉石俱焚。陳展浚大呼冤枉，說從來冇威
脅新同盟，搞搞震的不是他。原來，陳展浚早過新同盟
在軍寶區內工作，當時他還未入民主黨，新同盟根本係
遲來卻要先上岸。
范國威野心勃勃，他看中了中文大學的學生票源，

最近發動新民主同盟成員劉穎匡組織「中大本土學
社」，推動「本土主義」，以便和「台獨」互相呼
應。於是，劉穎匡大力批評學聯執迷「大中華主義」
理念，忽略「本土意識」，決定組織學生成立關注
組，倡議退聯行動。范國威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以
新民主同盟名義發表聲明，澄清中大退聯與新民主同
盟無關；另一方面表示，只要成員個人參與社會事務

的行為及言論不違背新民主同盟的立場，新民主同盟
不會干涉，退聯亦不屬於新民主同盟的立場。
這正是當年范國威在民主黨「食碗面反碗底」的手

法。他暗中發展將軍澳地區的勢力，與鄭家富結成了
小集團，不斷在網上匿名抹黑攻擊民主黨，歷數民主
黨的大佬文化，民主黨不堅定、不可靠，民主黨「親
共」。最後，因為「五區公投」，他站到黃毓民一
邊，暴露了身份，決定「帶槍出逃」，另行成立新民
主同盟。現在，范國威有毛有翼，今後目標就是要搶
劉慧卿在新界東的地盤，讓其無法「華麗轉身」。看
來，劉慧卿躲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只要新民主同
盟撬到中大退聯的選票，劉慧卿新界東的立法會議
席，岌岌可危。

民主黨，醒Ｄ啦！ 徐 庶

■責任編輯：袁偉榮、汪 洋 2015年4月29日（星期三）

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已經在基本法和人大「8．
31」決定的框架下，努力尋找最大的共同點及平衡點，
做到盡可能寬鬆，既體現了人大「8．31」決定的核心
要素，又在特首選舉的各個環節中爭取最大的空間，
讓不同政治派別包括反對派人士都有機會「入閘」參
選，體現了民主參與以及競爭性，又保障了選舉制度
的穩健，是當前時空下，最民主、最合適、最符合法
理的方案。正如張曉明所說，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確定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不僅是香港歷
史上最民主的制度，也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
的制度，兼具合憲性、民主性、正當性、穩健性等特
點，因而是切實可行的好制度。

政改方案合憲民主正當穩健
張曉明指出，對於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制度，一定

要放在「一國兩制」大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法的框架內全面
認識。把握好看問題的角度，有助於得出公正的結論。張
曉明在去年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致辭時已經指出，「站在
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站在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政治倫理
角度，並考慮到香港的政治現實，對於中央強調必須堅持
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
擔任行政長官的立場，相信都不難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天
經地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張曉明的兩次講話一脈相承，都是強調認識普選問

題不能只從香港的視角看待問題，更要從維護國家安
全的立場出發，在「一國兩制」大的制度安排和基本
法框架內認識問題。當中最關鍵一點，就是不能出現
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否則將威脅國家安全，損害
香港長遠利益。為此，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必須具
有把關功能，以確保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愛國愛港。
一些反對派人士對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的性質恨之入
骨，千方百計欲除之而後快，目的不過是要讓與中央
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樣必定威脅國家安全，損
害香港長遠利益。

體現民主成分更要有利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政改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香港的政制發展，特

別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設計，不僅關係到香港的繁榮穩
定，而且影響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全局。從「一
國兩制」大的制度看待普選問題，必須在普選制度上顧及
中央的利益和關切，不但要體現民主成分，更要有利於維
護國家安全，維護中央的原則和底線，絕對不能容許與中
央對抗人士、外國勢力代言人通過普選奪取特首寶座，從
而損害兩地關係，威脅國家的安全利益。

當年鄧小平提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愛國愛港的人來
嗎？」的疑問時，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論研究，
設計了提名委員會來履行把關職責，將對抗中央的人拒之
於特首大門之外，確保愛國愛港者擔任特首。因此，提名
委員會制度是本港普選的最核心一環，絕對不容挑戰，否

則「一國兩制」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權、
安全及發展利益難以切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
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

「三個有利於」具有指導意義
張曉明還講到，習近平主席較早前提出「三個有利於」

的標準，即有利於香港居民安居樂業，有利於社會繁榮穩
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樣適用於
衡量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對香港社會各界理性討論、正本
清源、促成共識，從而推進普選實現，具有重要而現實的
指導意義。「三個有利於」標準把居民安居樂業標準，社
會繁榮穩定標準，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標準結
合起來成為統一的標準，是對香港政制發展最全面、最科
學、最權威的論斷，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香港政制發
展的基本原則，符合國情港情，為推進特首普選進程提供
了根本的指南。

按照基本法，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負責，同時也要對
中央負責，是中央與香港特區關係的樞紐。普選產生的行
政長官得到中央信任，才能維護中央與香港的良好關係，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
現時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不但嚴格按照基本法及人
大決定辦事，而且最能夠確保當選後的特首必將全力維護
香港與內地的安全和利益，最能夠體現習主席的「三個有
利於」標準。各界理應支持政改方案，以強大的民意壓力
促使反對派順應民意，支持政改。

高敬德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香港中華文化總會會長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會見到訪的自由黨領導層時表示，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

制度，一定要放在「一國兩制」大的制度安排和基本法的框架內全面認識。張曉明的講話對於

當前香港社會普選方案的討論，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和指導意義，有助外界公正地評價政改方案。

事實上，香港普選的最大問題，就是不能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首，若由一個與中央對抗的

人擔任特首，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將會威脅國家安全，損害香

港長遠利益。「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認識普選問題，不能離開

「一國兩制」大的制度安排，既要從香港角度看，也要從中央角度看；既要顧及落實普選對香

港繁榮穩定帶來的影響，也要顧及對國家安全的影響；既要增加民主成分，也要顧及中央的原

則底線。張曉明的講話，有助港人從「一國兩制」的大局全面認識特首普選制度。

張曉明提示：討論普選方案不能離開「一國兩制」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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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學唔玩 AV仁「辭職公投」凍過水
為準備今年底舉行的新一屆區議

會選舉，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
（AV仁）早前突然提出要辭職來
引發「變相公投」，反對派隨後成

立「公投委員會」討論。不過，一直力主「公
投」的「雙學（學聯、『學民思潮』）」近期相
繼「縮沙」，稱會退出委員會。有民主黨中人昨
日形容，「辭職公投」一事未獲全體黨員支持，
加上其他反對派組織拒絕撐場，「威力」已大
減，相信計劃最終可能告吹。
民主黨早前不斷對外聲稱，該黨正「努力」撰寫

「辭職公投」說帖、合作備忘錄等，但拖了數周仍
「只聞樓梯響」。據悉，學聯在日前的「公投委員
會」會議上稱，他們正面對各院校的「退聯潮」，
正值內憂外患，故不會參與「公投」。
「學民」昨日也發表聲明，稱反對派承諾發

動「不合作運動」，卻不願以拉布反對水炮車撥
款，甚至是與建制派協調防止流會，加上部分反
對派議員對政改立場「搖擺不定」，「學民」經
過會員大會商議和表決，決定不會加入「公投委
員會」，「避免政改表決前在監察『泛民』的過

程帶來掣肘。」
不過，他們稱，「學民」願意在「變相公

投」造勢大會站台，並承諾撥出20萬元一筆過
撥款，支持整個「公投」戶外競選經費，及動員
學生在全港各區擺設選舉街站爭取年輕人投票。
何俊仁昨日在接受傳媒查詢時稱，隨着「雙學」

態度轉變，「辭職公投」現在存在變數，該黨需要
重新評估香港社會是否有足夠支持，才決定繼續或
取消，不排除未來幾日與其他反對派主要政黨商討。

「乳鴿」上位無望 或迫何俊仁「讓位」
據了解，民主黨願意積極推動「辭職公
投」，主要是黨內「乳鴿派系」鼓吹，圖爭取
「雙學」的「政治光譜」，惟現時雙學「縮
沙」，加上學聯稱會繼續批評各反對派政黨，該
黨有需要研究是否再要花資源做吃力不討好之
事，而「辭職公投」建議最終可能在中委會層面
已經煞停。不過，何俊仁一旦不「辭職公投」，
「乳鴿」上位無望，不排除屆時會向該黨施加壓
力，強迫何俊仁交出議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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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及特區政府民望齊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昨日公布於本月20日至26日成功以電話訪問1,070名
巿民，結果顯示受訪者對特首的最新平均分為44.5分，
較兩個多星期前上升了1.2分，其支持率為26%，與兩
周前的調查結果相若，反對率為56%，較兩周前下跌了
兩個百分點，民望支持淨值為負30%，較兩周前上升3
個百分點。特區政府整體表現評分較上月進行的同類型
民調錄得明顯上升，最新的滿意率為31%，上升了6個
百分點，不滿意率為40%，較上月下跌了7個百分點，
滿意淨值為負9%，較1個月前大幅上升13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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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大
學校務委員會昨日舉行例會，不少人依然關
注校方將如何處置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
和「佔中」搞手、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的
「秘密捐款」事件。校委會主席梁智鴻昨日
在會後表示，已收到負責調查事件的審核委
員會的補充資料，稍後會再找相關人士作出
回應，然後校委會才會有進一步的討論。
梁智鴻昨日在港大校委會會議後表示，由

於事件尚在處理中，而校委會開會內容保
密，故未能向公眾公布相關狀況。

梁智鴻：補充資料已交審委會
他透露，繼審核委員會早前就「秘密捐款」提
交調查報告後，昨日校委會再收到有關的補充資
料以闡釋報告內容，稍後並會再找相關人士作出
回應，然後校委會才會有進一步的討論。有校委
會委員透露，有關的補充資料其實只是報告的摘
要，方便委員理解報告內容。
被問及「相關人士」是否包括陳文敏，梁

智鴻表示「無可奉告」。就有關事件最終會
於何時有結果，他則坦言「未知」。

■梁智鴻表示，稍後會再找相關人士作回應，
然後校委會會再討論事件。 歐陽文倩 攝

嶺大學生會叫囂：批評者「收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嶺南大學學生會涉嫌包庇樂隊於校
園音樂會上大唱粗口歌侮辱警隊，受到社會各界紛紛譴責。不過，嶺
大學生會幹事會非但毫無悔意，更變本加厲，發出聲明大字標題要批
評該會的建制團體「收皮」。
就嶺大校園粗口歌辱警事件，「幫港出聲」早前發出聲明，要求嶺
大學生會負責人公開鞠躬道歉，即日「下台」並辭去所有職務。「新
界關注大聯盟」前日也舉行記者會，要求嶺大解散學生會，遏止粗鄙
文化於校園內散播。
不過，嶺大學生會幹事會前晚發出名為「捍衛學生會自主冀建制

團體『收皮』」的聲明，稱學生會屬於「獨立自治團體」，並非校方
或外界團體能左右，又稱有關批評是「打壓」其自主。他們又列出學
生會社團註冊背景及其會章資料，學生會為自治團體，要經全民投票
才能解散，外界要求「校方解散學生會」的言論荒謬無稽，惟隻字不
提會否就事件公開道歉，及為此而問責「下台」，試圖逃避應負的責
任。

何君堯：危害公安社會有權監察
「新界關注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昨日批評，嶺大學生會的說法反映一眾
所謂學生領袖「看法狹隘、自大狂妄、獨斷獨行」，漠視對社會的影響。
身為律師的他強調，即使嶺大學生會經《社團註冊條例》註冊，但若該會
危害公共安全，社會有權監察。他又透露，聯盟計劃就事件舉行公眾論壇，
希望「真理愈辯愈明」，令該會明白其做法不恰當，「早日自行了斷。」

「港獨」極端唔啱
政府青年如親子劉

鳴
煒
：

就有指香港青年較為反對特區政府、
不滿政府政策，劉鳴煒昨晚在會上

表示，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希望青年對
其不滿、民望低及「乞人憎」程度高，
香港青年要知道特區政府於不同範疇都
關心他們。

「父母責備只為子女好」
他形容，政府與青年的關係，有少許
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只是兩者的價值
觀及所追求的東西不同，「有陣時阿爸
阿媽嗌交（責罵子女），都係關心
你。」特區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隨着
社會進步而配合青年的價值觀。
有與會者提到香港青年身份認同的問
題，批評社會上有人鼓吹「港獨」，問

到青年事務委員會於這方面有甚麼工
作。劉鳴煒直言，無論喜歡與否，香港都
是中國的一部分，但香港經過過百年特別
的歷史及發展，香港市民與領導人都要面
對港人身份及文化跟內地不是一模一樣。

保特點與內地和諧共處
他認為，「港獨」是對內地不認同的
極端表達，而另一種極端則是要求香港
內地化，「兩個極端都唔啱。」香港有
條件既保留自己的特點，又與內地和諧
共處，這是香港青年的主流意見。
身為華人置業集團主席的劉鳴煒，在

會上多次被問到青年創業的問題。他
指，特區政府及民間團體於過去一年推
出了很多協助青年創業的措施，除了一

些師友計劃（mentorship）外，阿里巴
巴創辦人馬雲「認頭」，投入10億元作
香港青年創業基金，特區政府除現有的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更將撥款3
億元作青年發展基金，故「錢唔缺」，
最重要是如何令更多人知道該計劃而申
請。

成功創業需奮鬥與勇氣
他並提醒有意創業的年輕人，大部分成

功創業的例子，背後都不一定有第三者的
輔助，要講眼光、奮鬥及勇氣。他又指創
業是要解決現有的問題，不能純粹為了希
望當老闆而創業，否則出發點就不正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青年是社會未來的棟樑，他們

的意見愈趨重要。上任不久的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昨晚出席該

會的青年交流會。他以親子關係來形容政府與青年的關係，認為香港

青年要知道特區政府在各範疇都關心他們，而當局制定政策時應配合

青年發展。他又強調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港獨」是對內地不認同

的極端表達，香港有條件既保留自己的特點，又與內地和諧共處。

■■劉鳴煒在劉鳴煒在「「青年青年——所思所思
．．所想所想」」交流會上形容政交流會上形容政
府和青年之間的關係有如府和青年之間的關係有如
親子關係親子關係。。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