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步曲」按實況重啟 現屆不能「代為承諾」

香港立法會「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委員會」昨日舉
行首次會議，並和「政改三人組」舉行會議。林鄭月娥在發言

時說，當局留意到政府公布政改方案後，香港社會意見出現很大分
歧，「最近的民調顯示，市民支持或認為方案要通過的比例較反對
的為高，但要承認，社會意見相當分歧，有三成多市民表示不能支
持方案，政改議題是相當具爭議。」

指市民「明明有票在手」
林鄭月娥在會上強調，香港市民「明明有票在手」，若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不獲通過，不但市民期望落空，政制發展更會往後退，
普選只會更加遙遙無期。中央及特區政府有決心及有誠意通過政改
方案，但方案必須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的框架。
她說：「若現階段仍然有人提出撤回或修定決定、提出明顯不符

合基本法的建議，這是不切實際，也無助於落實普選目標。」若方
案不獲通過，香港政制發展將會往後退，「有『泛民』議員樂見
2017年原地踏步，沿用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但市民明明有票在
手，原地踏步不單市民期望落空，政制發展更會往後退。」
林鄭月娥再次呼籲反對派議員，「若政改不能通過，今後是否有

政治能量重啟『政改五步曲』？儘管特區政府以最大努力、花了超
過一年半時間仍然未能收窄分歧，日後是否做得到？我是不存厚望
的，普選只會更加遙遙無期。與其將方案擺埋一邊，思考2017年以
後，我呼籲『泛民』肩負憲制責任，放低民主訴求理想，以香港長
遠利益為依歸，作出歷史性決定，通過方案。」

出席網台促尊重民意
其後，她出席了由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
目。她把握機會，多次呼籲包括民主黨在內的反對派，考慮主流民
意並支持通過普選方案，又希望劉慧卿回想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
會面，最終促成政改通過的一幕，相信反對派今次同樣能以香港大
局和市民意願為依歸，共同推動方案落實。

不能以「自己的標準」量度目前方案
她坦言，香港存在很多包括建制派和反對派在內的不同意見，有
些意見甚至認為毋須普選，特區政府不能偏聽，反對派也不能以
「自己的標準」來量度目前的方案。而「8·31」決定正是集合不同
意見後的共識，確定了2017年可落實普選特首。

指王光亞「先實踐後改善」說法合邏輯
林鄭月娥在節目結束後，被問香港大律師公會代表引述王光亞

主任提到「先實踐後改善」時，形容這說法很合邏輯，「如果能
夠可以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到時就有了一個實踐的經
驗，……但是如果今次是未能夠通過這個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
方案呢，我們就會是在一個原地踏步的情況，你根本都無從講有
實踐普選的基礎來探討往後如何再去改善這套選舉辦法。」
她強調，多次落區和市民接觸都感受到市民希望特首普選的強烈

訴求，成為了特區政府的動力。特區政府會在方案表決前，繼續爭
取其他仍未表態支持方案的議員支持方案，並會繼續向市民解說方
案，希望市民的意見可影響議員投票意向。
被問及安排中央官員與反對派議員會面時，林鄭月娥表示，特區
政府已向中央反映部分反對派議員希望和中央官員再次會面對話的
要求，但目前未有確實進展，尤其是在部分反對派議員沒有展示支
持「8．31」決定的誠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關據鈞）據引述，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表示，特首選舉辦法要經過

實踐才可以修改。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形容這

講法很合邏輯，若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未獲通過，香

港將原地踏步，再無基礎探討日後如何改善。她並強

調，香港市民「明明有票在手」，如果方案不獲通過，

市民期望落空，政制發展更會往後退，普選只會更加遙

遙無期，故再次呼籲反對派議員肩負憲制責任，以香港

長遠利益及大局為重，作出歷史性決定，通過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關據鈞）反對派斷章取義稱，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一旦落實，就等同「袋一世」，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昨日嚴正澄清，強調無論是法律基礎或法律程序，都清楚存
在日後修改選舉辦法的空間，但是否修改則需要根據當時實際情
況，由當時的特首決定，現屆不能「代為承諾」。
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宣讀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時，提到特首實行由
全港合資格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普選產生後，即已實現香港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有關特首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普選產生的目
標。反對派議員即聲稱，這反映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一旦獲通過，
就要「袋一世」。

嚴正澄清反對派議員言論
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委員
會」首次會議上發言時，嚴正澄清反對派議員的言論。她指出，這
段說話談的2017年後有關特首產生的辦法，原非政改第二輪公眾諮
詢內容，但當局聽到外界關注2017年後的修改空間，才加入有關內
容。
她續說，該段說話第二部分，已說明了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釋，已清楚提供可以進一步修改特首
產生辦法的法律基礎，「所以無論從法律基礎或法律的程序，仍然
是明顯、清楚存在有再次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空間。當然是否
有需要進行修改或者啟動相關修改的程序，是要視乎當任的行政長
官根據當時實際情況作出考慮。」
林鄭月娥昨日接受網台節目訪問時再回應有關問題時說，應由在任
特首啟動「政改五步曲」，故現屆特區政府無法為往後的特首作出修
改「五步曲」的承諾，但她相信，將來當任特首者，會根據當時包括
實踐普選後的反應等香港實際情況，考慮是否重啟「五步曲」。

工商聯港島聯促反對派順民意

郭榮鏗引述王光亞：普選通過才可談優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綑綁反對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所有普選方案，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昨日表示，人大決
定體現了香港基本法有關特首對中央政府負責等「愛國愛
港」要求，個別反對派中人從不願意承諾履行基本法中有關
特首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規定，足以說明這些人根本不會
向中央負責。香港社會各界應認清反對派綑綁否決方案的意
圖，否則只會讓不「愛國愛港」者在普選中蒙混過關。

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關鍵
黃友嘉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條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
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這句規定非常關鍵。
他質疑反對「8．31」決定者，是否有看清楚日後所支
持的特首候選人，甚至是想參選特首的人，是否真的能履
行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包括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很多
反對普選方案最激烈的反對派中人，都不願意對此要求作
出承諾，這是最核心的問題。」
黃友嘉續說，即使就任特首時要作出向中央負責的相關

宣誓，但關鍵在於這個人有沒有一分心，「如果一個人相
信這個要求的話，何以不一早站出來？」
他強調，看一個人是否適合當特首，要觀其行、聽其

言，現在不少反對派中人仍是「愛國愛港」的，但反對最
多的是一些對中央採取極不信任態度的人，「一些人動輒
聲稱中央已經『呃』咗香港人幾十年，仲想繼續蒙騙我
哋，這些話說出來，大家都心知肚明，在你的位置根本不
會向中央負責。」

港自治權大 特首須愛國愛港
黃友嘉進一步指出，香港實施「高度自治」，自治權比

英國蘇格蘭的自治權更大，如果特首和中央不咬弦，與中
央各行各路，的確會影響國家安全、地區發展等方面。

選議員選特首不能混為一談
就有意見稱，這部分不「愛國愛港」的議員既能參選立法會選

舉，也應能選特首，黃友嘉指出，議員沒有中央任命的要求，也
毋須向中央政府負責，但這些恰好就是特首的要求，選議員和選
特首絕不能混為一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香
港大律師公會訪京團日前在北京拜訪
中央多個部委。隨團的公民黨立法會
議員郭榮鏗昨日指，中央官員在會面
中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是堅定不移的，也是中央深思熟
慮後的決定，又引述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說，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要
獲得通過，才可談優化。

特首產生程序將來可改
郭榮鏗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說：

「我訪京所聽到的是，很清楚的，
（特首產生程序）將來可以改的，法

律將來是可以改的。」他並引述王光
亞表示，通過政改後，將來要重啟政
改「五步曲」，要視乎香港實際情
況、國家發展實際情況、國家安全、
實踐經驗等。
他續引述，通過政改後，應該不會

馬上緊接在2022年的一屆特首選舉
再優化。這也是他在會面上清楚得到
的訊息，又引述王光亞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

任李飛在會面時均表示，很希望香港
能夠通過特首普選方案，若方案被否
決，就不知道何時方可重啟政改。
被問及普選方案若遭否決，中央對

港方針會否改變時，郭榮鏗指出，他
在會面上得到的訊息，是「一國兩
制」仍會繼續走下去，中央仍會一直
堅持「一國兩制」，即使方案被否
決，「天也不會掉下來，路也要繼續
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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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今次倘落空 普選遙無期
籲以港長遠利益大局為重 反對派負責任通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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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一反到底」，在
「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
案小組委員會」昨日首次會議
上，反對派繼續「七情上面、
做騷為本」，既宣稱香港特首

及功能組別選舉是「特權者聯盟」，「霸住香
港嚟玩」，又誣衊「三人組」是「氹、呃、
嚇、屈三小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駁，
特區政府非常尊重立法會監察政府的權利，但
希望議員不要對官員作出無理指控。建制派議
員批評，反對派偏激、誤導性的言論只會撕裂
香港。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在會上聲稱，「中央

與『泛民』無溝通及無信任。司長，您要求
『泛民』以大局為重，講到（反對方案）好似
不是市民意願咁，您有無搞錯呀司長？」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則稱，香港特首及功能組
別選舉是「特權者聯盟」，透過選舉鞏固「聯
盟」權力，「霸住香港玩」，「候選人要出閘，
向500萬拜票，抑或向『特權者聯盟』拜票？今
日選委就是明日提委，您唔好呃香港人『果票有
用』。氹完唔得就呃、呃完唔得就嚇、嚇完唔得
就屈。」
「新民主同盟」議員范國威更稱，「三人
組」「埋沒良心指鹿為馬」，漠視市民訴求，
並即場撕毀政改方案報告。

若提委屬「特權者」梁家傑亦然

林鄭月娥回應時指，特區政府尊重立法會
監察政府的權利，但希望議員不要對官員作
出無理指控。她強調，政改有原則和底線，
特區政府官員在上任時宣誓要擁護香港基本
法，在工作上不可「違憲」，又指出梁家傑
的謬誤： 「若果提委會成員是『特權
者』，那梁家傑也是『特權者』，因為你是
選舉委員會其中一個。」
她強調，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已指出，提名

權，選舉權、被選舉權涉及不同概念，香港基
本法第二十六條處理了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也處理了提名權，不存在所謂
「呃了市民」的情況。反對派這些言論於事無
補，政改方案已經增加了選舉的透明度及競爭
性。

李慧琼梁志祥斥漠視民意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會上批評，反對派稱要

否決方案，「即等同擁抱1,200人的選舉委員
會制度。」民建聯議員梁志祥說，最近多個民
調結果均顯示，大部分市民支持政改方案，
「為何大家不聽民意？硬要反其道而行？我支
持特區團隊繼續落區宣傳，反對派雖然口硬，
但都要思考選舉承受的壓力。」

王國興讚「三人組」落區溝通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讚揚，「三人組」不斷落

區與市民溝通，期望他們可以迎難而上，「未

來兩個月是關鍵時刻，有票投總好過喺電視睇
1,200人投票選特首，希望政府善用諮詢渠道
向市民講解方案，避免（反對派）謬論誤導觀
眾觀感。」 ■記者李自明

■林鄭月娥出席網台節目與劉慧卿對談政改。 彭子文 攝
■立法會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委員會舉行首次
會議，「政改三人組」出席。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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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高票擊敗劉慧卿
政改委會「揸fit」

立法會「2017年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方案小組委員會」昨日
舉行首次會議，並選舉正副主
席。在不記名投票下，民建聯

議員譚耀宗以28票高票，擊敗僅得8票的民
主黨主席劉慧卿，成功當選主席。建制派獨
立議員謝偉俊則以30票高票，在副主席選舉
中再次擊敗僅得9票的劉慧卿。

根據立法會規定，議員可自由加入小組委
員會。「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
委員會」是歷史上最多議員加入的小組委員
會。立法會本有27名反對派議員，倘「全力
一拚」，正副主席選舉結果可能有變，但昨
日首次會議，各議員均拒絕為劉慧卿撐場，
僅得9名反對派議員在席，令劉慧卿最終先
後以8票及9票低票落敗正副主席選舉。

小組委員會將於本月16日及23日舉行兩
次政制公聽會，聽取不同團體及市民意見。

■記者 李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
「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小組委
員會昨日舉行首次會議。全港各區工商聯
及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昨晨於在議前到示威
區請願，促請一眾反對派議員支持政府提
出的方案並通過，讓市民實現一人一票普
選特首的心願。
全港各區工商聯與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約

40名代表，昨晨在立法會示威區請願，高
叫「政改繼續向前走，一人一票選特
首」、「有票選特首，冇理由拎走」、
「回應市民訴求，通過普選方案」等口
號，促請立法會議員按照大多數市民意
願，盡快通過政改方案。
他們指出，特區政府上周三向立法會提

交有關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後，部分立
法會議員表明會否決政改方案，故該會
特別在「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
小組委員會」開會前到立法會請願，表

示堅決支持特區政府提交符合香港基本
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的方案。
全港各區工商聯永遠榮譽會長陳金霖

批評，部分為反對而反對的議員以歪理
誤導市民，導致社會撕裂，影響民生，
嚴重損害香港經濟發展。若是次普選方
案不獲通過，將對香港造成無法估量的
損失。為使香港繼續保持良好的營商環
境，該會衷心期望立法會議員按照500萬
市民渴望普選特首的意願，盡快通過政
改方案。

譚耀宗蔣麗芸等接收請願信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蔣麗芸、黃

定光、葛珮帆、何俊賢，經民聯議員梁美
芬，獨立議員謝偉俊，旅遊界議員姚思榮
等，在會議前到示威區接收請願信，請願
者其後和平散去。

■全港各區工商聯促請立法會議員按照大多數市民意願盡快通過政改方案。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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