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特區政
府各官員正努力推動2017年落實特首普
選，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示，
他近日落區宣傳政改時，有感大部分港人
希望盡快落實特首普選，自己有責任爭取
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李國麟，及醫學界
議員梁家騮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促反對派小眾顧大局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能否通過，取決於
立法會議員的投票意向。高永文昨日在出
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香港市民有一個
共同理想，就是希望盡快達成香港的民主
普選。他近日落區宣傳政改時，也感覺到

大部分市民都希望盡快落實2017年特首
普選。
他指出，不同民調均反映，逾半香港市

民希望看到2017年能夠落實特首普選，
「當然我們亦留意到約有20%或30%市民
不支持2017普選方案，我們尊重大家有不
同意見的同時，但希望大家首先着眼於大
家的共同願望。」
高永文說，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已清楚
表明，香港基本法有機制在日後優化普選
安排。他會盡力向全港700萬人陳述他們的
利益與利害。他促請反對方案的小眾不要
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堅持要其他人等待，
「可不可以讓大部分香港人的理想首先達
到呢？」
他又透露，自己正約見稱不會支持方案
的立法會議員李國麟及梁家騮，游說二人
支持政改方案。

■■梁家騮梁家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公布後，支持方案的民意持
續佔大多數。有線電視新聞台贊助3間大
學的聯合滾動民調發現，有48%受訪市民
支持政改方案，37%反對，尚有一成半人
稱未決定。
有線電視贊助中大、港大及理大聯合進
行政改民調，在4月26日至30日電話訪問
了1,154個香港市民，結果昨日公布。被問
到支持還是反對特區政府提出的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時，48%受訪者表示支持，37%
表示反對，比率與上周有線政改民調的數字
非常接近，還有一成半人稱未決定。
調查根據受訪者的年齡交叉分析稱，30

歲至59歲，及60歲以上兩個組別，反對方
案的比率只佔兩三成，18歲至29歲的市民
反對率最高，為63%，而支持的有22%。
按教育程度分析，54%具大專或以上學歷的
受訪者反對方案，具中學程度的有37%反
對，小學或以下學歷的反對率不足兩成。

特區政府團隊自上周六舉行巴士巡遊，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宣傳
揭開序幕後，「政改三人組」及各司局長在過去一星期兵分多路，

走訪社區，用不同方式接觸市民聽取意見。梁振英昨日趁勞動節假期，
一身輕裝到灣仔鵝頸橋街市買水果，兼為市民送上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
的宣傳單張。

老幼爭合影來者不拒
據網友上載的片段，現場市民對特首十分熱情，無論是街市檔主、家
庭主婦、一家大小，以至青年學生及少數族裔，都紛紛上前跟他握手及
大玩「selfie」（自拍），特首來者不拒，不少「粉絲」更打氣說：
「CY，一定支持你呀！」

鬼馬小女生逗樂特首
有幾個小女生遠處發現特首蹤影，更忍不住高呼：「梁振英呀！」隨
即天真熱情地蹦跳到特首跟前，特首探問她們的名字，小女生鬼馬地笑
說「小朋友」，逗得特首哈哈大笑起來，還送上幾張「2017 一定要得」
的貼紙，令小女生欣喜不已：「多謝特首！」
梁振英其後在網誌以《生活在市民當中》為題撰文，分享昨日的落區
之行。他指出，官員也是市民一分子，生活在市民當中，「和往常一
樣，很多市民見到我，便過來合照。我也趁機問大家對政改的意見，有
市民對政改方案內容不清楚，我便送上單張。」

民眾盼少爭拗多建設
梁振英強調，與他合照的市民都說，期待可於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也有市民說希望普選敲定後，香港能少點政治爭拗，大家集中精力
建設香港，讓七百萬香港人生活得更好。他勉勵大家要共同努力，落實
普選，並把這個心聲告知立法會議員。
不少網友分享了特首的落區短片，並留言大讚特首親民，「市民明白
政府困難，市民會繼續支持特首和政府，努力為香港政府打氣，香港一
定得!」同時促請各界支持落實2017普選特首方案，「支持普選，今天一
小步，明日一大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邁出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香港反對派「袋一
世」等言論，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強調，
中央支持香港發展民主，並在合憲和合法下實現普選，但
日後如何優化，現時並無機制列明，須按香港政制和實際
情況等因素考慮。她又批評，反對派過去與中央官員會面
已欠誠意，如要再會面就政改溝通，反對派必須先放棄撤
銷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要求。

優化方案視實際情況
梁愛詩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中央官員已多次說

明，真誠希望促進香港民主發展，大家沒有理由懷疑中央
落實普選 的誠意。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早前在與香港大律師公會訪京團會面時也
已說明，特首普選方案可以優化，但要視乎香
港實際情況。

被問到中央可否公開承諾日後會優化方案時，她坦
言，如由個別官員說出，很多人都不會相信，法律上也無
效力，如要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承諾，目前卻無機制容許
這樣做。2017年特區行政長官選舉辦法，已按照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作出，目前並沒有機制容許再重返人大常委會作
出第二個決定，說以後應如何做。
被問及隨大律師公會訪京的公民黨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

榮鏗稱，他得到的訊息是特首普選優化方案應不會在2022
年一屆提出，梁愛詩表示，不知道為何有這說法，並強調
再下一屆或幾屆會如何，要視乎香港實際情況，不能預先
說明。她個人認為，特首普選方案不可能永遠不變，法律
也會隨時間演變，但改變須考慮香港政治制度和實際情況
等因素。

批上海行無展現誠意
在香港上次政改期間曾擔當中央和香港反對派聯絡人的

梁愛詩坦言，為免不想令人以為有反對派「轉軚」，故今
次沒有特別接觸反對派，但目前已有許多渠道溝通。若反
對派仍希望與中央接觸，特區政府會代為轉達，如反對派
需要她聯絡，她也會去做。
不過，她批評，反對派過去曾多次表達希望與中央溝

通，但去年的「上海之行」，有人稱沒有回鄉證又不願出
席，又有人做出不友善行為並借機抗議，更有人稱不願到
中聯辦與張曉明主任溝通。反對派要與中央就政改溝通，
必須先放棄撤回「8．31」決定的要求。
梁愛詩又指，不知道反對派會否改變投票取態，由於人

大「8．31」決定不可撤回，估計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通
過機會很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
政制發展進入關鍵時刻，距離實現普選
只有一步之遙。新論壇昨日公布的最新
民調結果顯示，54%受訪市民支持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框架，
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較上月同類型
調查上升3個百分點。六成受訪者不相
信否決普選方案後會有助爭取「更低門
檻」。新論壇期望特區政府加強宣傳，
爭取更多香港市民支持。

近半不認同「袋住先會袋一世」
新論壇於上月 24日至 29日訪問了

1,040 名市民，發現有 41%市民表示
「好認識」特區政府建議的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有啲認識」有45%，「唔
太認識」及「唔清楚」分別有 8%及
5%。
調查發現，54%受訪市民支持根據「8

．31」框架落實「一人一票」特首普
選，較上月同類型調查上升3個百分
點，稱寧願政制原地踏步的上升3個百
分點至30%，「很難講」及「無意見」
有13%及3%。

被問及香港反對派宣稱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袋住先會袋一世」時，調查發
現，不同意這講法的受訪者比例較上次
調查上升了2個百分點，至49%，表示
同意的維持在40%，「很難講」及「無
意見」的分別有9%及3%，反映整體民
意變化不大。
調查指出，六成受訪者不相信否決方

案有助爭取「更低門檻」的方案，其中
有48%認為「中央下次的決定與今次差
不多」，表示「未來會更加收緊框架」
的有12%，認為「中央會提出更低門檻
方案」的僅得23%。
同時，53%受訪者認為現屆特區政府

不會在方案否決後重啟政改諮詢，表示
會的只有19%，表示很難講及不清楚的
則分別有24%及5%。就外界憂慮政改
方案被否決後，可能到2022年及2027
年都沒有普選，有45%受訪市民表示認
同，表示「一半半」的有28%，表示
「不認同」及「不清楚」的有分別有
23%及4%。
調查又指出，48%受訪者同意「通過

方案才可能推進2020年立法會普選及爭

取較低門檻的普選方案」，不同意的有
36%，「很難講」及「不清楚」的有
13%及3%。43%市民同意「一人一票普
選的特首會更貼近民意」，「不同
意」、「很難講」、「不清楚」的有
33%、18%、6%。

63%認為中央決定不可改變
就反對派以違法手段爭取所謂「真普

選」，調查顯示，63%受訪者表示抗爭
行動不能改變中央政府的決定，表示能
夠的僅得19%，表示「很難講」及「不
清楚」的有15%及3%。
同時，有14%受訪者認為特首普選方

案「幾大機會」獲得通過，較上月調查
上升4個百分點，表示「無乜機會」的
由37%下降至33%，「一半半」的就由
47%微升至49%，「不清楚」的則由
7%跌至4%。
新論壇認為，特區政府在未來應加強

宣傳，讓更多市民相信是次政改方案，
是政制發展的第一步，讓更多市民了解
通過後帶來的正面作用，應有助爭取更
多市民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特首落區語市民：
告訴議員要普選告訴議員要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出

爐後，特區政府問責團隊上下一心，走入社區，宣傳

「2017 一定要得！」特首梁振英昨日身穿一件T恤、手

握一個環保袋及一疊政改單張，現身灣仔鵝頸橋街市，與

街坊閒話家常。政改話題熱烘烘，不少市民向特首表明期

待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更希望當香港普選敲定後，

社會能少一點爭拗，集中精力建設香港。梁振英則勉勵各

界共同努力落實普選，並把支持政改方案的心聲告知立法

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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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撐按人大框架普選新論壇
民調：高永文約見李國麟梁家騮游說

有線民調：撐政改續壓倒反對者

新論壇特首普選方案民調主要結果

■資源來源：新論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應先落實2017特首普選方案以後再優化，還是要原地踏步？
3月調查 4月調查

先落實特首普選 51% 54%
原地踏步 27% 30%
好難講 18% 13%
唔清楚/無意見 4% 3%

否決方案可迫中央政府提出一個門檻更低的方案？
3月調查 4月調查

可以 23% 23%
中央決定不變 51% 48%
未來框架可能收緊 10% 12%
好難講 13% 15%
唔清楚/無意見 3% 3%

方案否決後特區政府會否重啟政改五步曲?
3月調查 4月調查

唔會 53% 53%
會 17% 19%
好難講 23% 24%
唔清楚/無意見 6% 5%

方案否決後，2022年甚至2027年都未必能落實普選?
3月調查 4月調查

認同 37% 45%
一半半 32% 28%
唔認同 24% 23%
唔清楚/無意見 8% 4%

「8．3
1」

■■特首昨日落區特首昨日落區，，
對爭邀合影的市民對爭邀合影的市民
來者不拒來者不拒。。

■■高永文高永文

■■李國麟李國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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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頸橋 派單張 推政改 話家常

■梁振英昨日現身灣仔鵝頸橋街市宣傳特首普選方案，其間與幾個「鬼馬」小女生
合影交談，特首被逗得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