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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拒提合法方案圖阻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綑綁否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再在網誌呼籲傾向否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的市民回心轉意。他由近期大
熱的電影《復仇者聯盟 2》說起，指電影攝製
隊各成員都會有不同意願，要衡量得失，尋求
最多人接受、最少人受損的方案，這正是民主
精神的本質。堅持否決方案只會損人不利己，
令渴望在 2017 年普選特首的市民手中的「一
票」會「被消失」。他呼籲反對政府方案的人
應實踐民主精神，顧及不同意願市民的得失，
作出最多人接受、最少人受損的抉擇。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的任何特首普選方案，特首梁振英
昨日指出，普選方案一旦否決，重啟「政改五步曲」遙遙無期，立
法會普選最快也要到 9 年後的 2024 年才能實施。他批評曾提出「公
民提名」的反對派寧可原地踏步，卻從不提出符合基本法或能令立
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支持的方案促成普選，行為令人困惑，故呼籲期
望落實特首普選的市民應積極發聲，反對派議員亦應考慮否決後
果，共同落實方案。

指如期落實普選是主流民意
梁振英昨日在香港電台英文節目《給
香港的信》中指出，未來數星期，他和
特區政府問責官員團隊會到社區解釋方
案，尋求市民支持。如同坊間多個民調
所指，特區政府相信如期落實普選是主
流民意，現時社會焦點已落在立法會議
員身上。但他承認，目前在立法會仍欠
幾票，才能爭取到三分之二議員支持通
過方案。
梁振英強調，期望通過方案，樂見落
實普選這個歷史性結果。如果方案被否
決，香港政制原地踏步，特首只由
1,200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市
民則如舊只能在電視看選舉過程。
他進一步指出，下任特首如同意重啟
「政改五步曲」，也須重新得到全國人
大常委會同意並游說立法會議員，但這
些前提是能否確保下任特首重啟程序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意。無人知道下次何
時重啟「五步曲」，由於全國人大常委
會已說明先落實特首普選，才能實施立
法會普選，換言之，今次方案被否決，
立法會普選最快也得在 9 年後的 2024 年
才能實施。

質疑反對派無提出更好選擇
針對反對派議員綑綁否決 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的行動，梁振英批評反對派寧
願否決方案，也不提出一個符合基本法
方案以推動普選民主，行為不僅令人困
惑，也似乎顯示反對派已放棄在「佔
領」行動中所堅持的「公民提名」。

他強調，政治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
藝 術 （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無人能說明全國人大常委會
會撤回「8．31」決定，現實擺在眼前，
他反問如果反對派此時選擇否決，能否
提出一個能為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員接受
的方案或更好的選擇。

改變選舉辦法具爭議性
梁振英坦言，改變選舉辦法具爭議
性，早於香港基本法起草期間，特首選
舉辦法更是其中一個極具爭議的課題。
當時不少人曾反對普選，但基本法最終
以提名委員會，平衡是否落實普選的意
見。反對派也許認為人大決定很保守或
有不少限制而要拉倒方案，但誰能確定
反對任何普選方案後，不會原地踏步。
他提到，方案提出一個開放的提名機
制，參選人只要獲得 120 名提委支持便
可「入閘」，參選人需面對整個 1,200
人組成的提委會，「出閘」成為特首候
選人後，更要面對 500 萬合資格香港選
民。
他又以自己當年參與特首選舉的經驗
為例，指出雖然他的選民是 1,200 位選
委，但他仍在街頭和社區會堂接觸市
民，強調一旦面對市民，便不能忽略市
民的需要，說明面對市民正是民主普選
的可貴。
梁振英重申，香港基本法並無說明通
過今次方案不能修改。為落實普選，他
呼籲每個希望在下次特首選舉中能選特
首的市民，都應積極發聲支持方案，並
促請反對派議員共同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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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花墟現身 政改單張簽名

繼日前到灣仔鵝
頸橋街市買水果
後，特首梁振英昨日再次落區，到旺角
花墟閒逛，其間不少市民與他合照留
念，並送上祝福。有長者問梁振英索取
簽名，梁振英簽在宣傳 2017 年特首普
選方案的單張上，藉機宣傳普選方案。
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昨日於社交網站
facebook的個人戶口，上載梁振英昨日
早上在花墟的照片及片段。其中一段片

再次落區

段顯示，有市民要求與梁振英合照留
念，並於合照後向梁送上祝福，表示
「支持你」、「辛苦你呀近排」、「梁
生努力」。其間有外傭帶着一女孩與梁
合照。另一段片段顯示，有長者問梁
振英索取簽名，並準備拿出紙張，但
梁表示「畀張單張你，喺上面簽好過
啦」，然後拿出宣傳方案的單張簽
名，長者索取簽名後一臉滿意道：
「多謝你！」
■記者 陳庭佳

袁國強落區宣政改 獲市民打氣

■袁國強香港仔宣政改
袁國強香港仔宣政改，
，冀香港
政制行前一步。
政制行前一步
。 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期望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可於下月在立法會通過，官員們遂
爭分奪秒，四處向市民宣傳方案。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昨日落區向市民解釋方案時強調，「社會巨輪永遠向
前行，人類歷史亦不斷向前走。」他希望香港政制行
前一步，令民主得以發展，同時可改善管治、經濟及
民生問題。不少市民都支持方案，並為袁國強等「落
區」官員打氣。
袁國強昨日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華、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及民建聯南區支部成員到香
港仔中心一帶宣傳特首普選方案。眾人分頭行事，
袁國強在香港仔中心一帶向市民派發「2017，一定
要得」的單張，陳智思、劉江華則到附近的酒樓向
茶客宣傳。

市民似遇明星 要求合照
袁國強沿途向市民揮手打招呼，不時停下腳步向市
民解釋政改。其間，不少市民笑容滿面，非常樂意地
從袁國強手上接過單張，更強調「一定支持政府的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就前日有市民與食物及衛生
局局長高永文爭論，律政司司長
袁國強昨日說，他理解社會上有
不同聲音，「反對的不要緊」，
但希望大家能理性溝通，不同意
見者「最重要理性、務實考慮，
不要用一些會令社會氣氛有撕
裂，甚至破壞社會秩序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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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時有人向袁國強打氣。
在巡遊一番後，袁國強又走到民建聯擺設的街站，
再度向市民宣傳，更時常向市民、車上乘客揮手微
笑。有市民則趁機要求和袁國強合照，隨即引來數位
「湊熱鬧」的市民一同合影。袁國強其後到石排灣一
帶宣傳約20分鐘。
袁國強表示，特區政府非常有誠意推動落實 2017 年
特首普選，希望爭取超過三分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
讓市民以「一人一票」選出心儀的特首。他相信提名
委員會會盡量透明，並製造機會讓有意成為候選人者
可以通過不同渠道解釋政綱等。由普選產生的特首，
將更貼近市民訴求，及會應市民要求解決香港現時問
題，如管治、經濟、民生等。

批「袋一世」謬論「巨輪永向前」
他續說，倘 2017 年可落實特首普選，未來就可於
2020 年落實全體立法會議員普選。普選方案對香港未
來發展非常重要，若 2017 年可以落實普選，將會是政
改的「一大步」、「香港民主發展里程一大步」，並

為高永文事件解畫 袁國強盼理性溝通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另一
場合形容，高永文是性情中人，
十分真誠，不是一般政客，理解
他不能忍受被指「呃細路」，其
反應是正常人的反應。
她續說，特區政府官員落區解
釋方案是「做好過唔做」，但如
果引起衝突或令當區居民不便，
就要換個方式，故官員落區無事
先通報是可以理解及接受的。

曾俊華：否決方案 市民 一票 會 被消失

批寧可原地踏步令人困惑 若否決最快2024年始普選立會

有助改善香港管治，反之，則無法預期下一次政改何
時進行。
針對反對派經常稱「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等言論，
袁國強反駁，有關講法並不正確，因為香港基本法中
提到有關方案在法律、機制上仍然可以修改，且日後
更可再次啟動「五步曲」，「社會巨輪永遠向前行，
人類歷史亦不斷向前走」，呼籲市民毋須擔心。
他形容，特區政府冀望方案可於6月內通過，表決不
會延遲，而 7 月 8 日立法會休會前最後一次會議是「關
鍵時刻」。

陳智思稱爭拗無法爭取民主
陳智思則表示，他在宣傳方案時，被一名市民問到
為何中央「不信任」香港，他解釋，現在正是有一小
撮香港人令中央無信心，故香港須予中央信心，先在
政制上「行出一步」，使之通過，並落實「一人一
票」特首普選，令中央對香港有信心，從而爭取更多
空間，使選舉模式更加開放，倘永遠停留在爭拗上，
將無法為香港爭取更多民主。

反對派學人落區 淪「過街老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官員
積極落區宣傳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爭取市民的
支持。一眾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東施效顰」，昨
日發起所謂「向『假普選』說不」的車隊巡遊，
但所到之處都受到街坊的批評，成為「過街老
鼠」，其支持者更多次與途人發生口角。
反對派議員昨日在九龍多個地區「巡遊」。大
隊先由大角咀出發，途經旺角、深水埗及荃灣3
個街站。在車隊抵達深水埗時，由於他們太接近
投注站叫咪，打擾了聚精會神「刨馬經」的馬迷，

引起一眾馬迷的不滿，並大罵宣傳車聲浪過大騷
擾了別人，有一位馬迷還高叫「嘈咩嘈」，與一
名年長的反對派支持者口角，要由義工將兩人拉
開。其後，車隊駛至荃灣街站時，一名男街坊接過
傳單後立即將之撕毀，並高叫「阻住晒」。公民黨
議員郭家麒見狀，隨即接過該張被撕毀的單張，匆
忙塞入自己的褲袋內，裝作若無其事。
一名手持涼瓜的女街坊在路過上址時，就高
聲批評該班反對派議員道：「民主靠你哋就瓜
得！」她又批評反對派議員阻住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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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電影寓尊重民主精神

曾俊華昨日在網誌以近日上畫的電影《復仇
者聯盟 2》為題，指自己最近看了這部電影，
並以電影攝製隊為例，各團隊成員都會有不同
意願，例如你要咖啡，我飲奶茶，如果可以各
取所需、互相尊重，便可皆大歡喜。他指如果
只得一個選擇，總會有成員的意願會落空，此
時需要衡量得失，尋求最多人接受、最少人受
損的方案，這正是民主精神的本質。
他提到，有反對政府方案的人對他上周發表
的網誌給意見。他感謝這些人沒有「口誅筆
伐」，反而願意花時間告訴他反對方案的理
由。他理解和尊重他們的想法，相信他們都知
道並尊重不少市民的想法和他們不一樣。

指否決方案損人不利己

曾俊華指出，反對政府方案的人認為方案不
及他們心中的理想方案，堅決不接受；支持政
府方案的人認為方案較現時的制度民主，因而
願意接受。雙方各有各的道理，很難說誰比誰
更正確，更說不上誰較誰有良知、有尊嚴，
「這是個人觀點與角度的問題，難以、也毋須
說服對方」，大家可以 agree to disagree，但
應否通過普選方案則是群體抉擇的問題。
他強調，如果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
決，渴望在 2017 年普選特首的市民的「一
票」會「被消失」，追求「真普選」的市民的
爭取沒有寸進，也不能利用選票量化他們對制
度和候選人的不認同，所以堅持否決方案只會
損人而不利己。

方案已到「扑鎚」時刻
林鄭：仍樂意聽意見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鄭
治 祖 ） 2017
年特首普選方
案即將提交立
法會審議。領
導特區政府
「政改三人
組」的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
透露，特首普
選的具體方案
已到了下決定
的時刻，但倘
有立法會議員
在審議過程
中，提出不違
背全國人大常
■林鄭月娥接受鳳凰衛視香港台節目
委會的決定，
《香港新啟航》訪問時指普選方案到了
也有利於方案
下決定時刻。
通過的意見，
特區政府仍然會很樂意去聆聽。
林鄭月娥近日在接受鳳凰衛視香港台節目《香港新啟
航》訪問時，被問到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是否還有修改
的空間時表示：「經過了一段這麼長的時間，也討論了
這麼久，我覺得具體方案到了這個階段應該是一個下決
定的時刻。但如果有立法會議員在審議的過程當中，看
到有一些特別的地方，從而提出一些意見，而這些意見
並不違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也有利於政改方案的
通過，我相信我們仍然會很樂意去聆聽他們的意見。」

能否通過 不容樂觀
被問及方案是否有通過的機會時，林鄭月娥回答：
「現在看來不容樂觀，因為從政改開始到現時為止，立
法會 27 位『泛民』的議員他們手握超過三分之一的議
席，完全有權否決政改方案的通過。他們到今天的立場
還是很強硬的，都說不會贊成任何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去
年 8 月 31 日決定為基礎的政改方案。所以目前來說情況
不容樂觀。」
不過，她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工作，「我也相
信如果市民對於希望在 2017 年能夠『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有一個很強烈的訴求，也願意把這個這麼強烈的訴
求清晰地告訴我們的立法會議員，這個民意的影響仍然
存在。」
《香港新啟航》節目於 4 月 25 日推出，逢周六晚 11 時
首播，翌日晚 7 時半重播。具體內容見鳳凰衛視香港
台。節目走訪多位基本法委員會成員、特區政府官員，
以及相關機構主管。為觀眾詳細講解基本法的歷史基
礎、演進過程，包括基本法的內容介紹、政改、內交與
國際關係以及金融發展方向等多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