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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表明立場「8．31」決定不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堅稱要

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全國人大常
委范徐麗泰昨日強調，「8．31」決定不會改，中
央政府也不會作任何「原則性讓步」。全國政協
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表示，
中央在是次香港政改中表明立場、底線，再要求
中央在最後關頭「讓步」是不切實際的，而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後，下次重啟「政改五步
曲」也會以「8．31」決定為基礎。

范徐麗泰昨日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不錯，提供機會予持不同政見者參與選舉，如可讓提名

委員會委員投兩票至參選人總數的票數選出候選人，而參選
人從「入閘」到「出閘」期間，有很多機會向香港社會講述
政綱。

難期望反對派公開表示「有得傾」
她指，反對派認為只要方案在「8．31」決定框架中就不會 ■政賢力量成立典禮暨「香港夢」論壇。范徐麗泰、劉兆佳、梁愛詩、楊偉雄、曾鈺成、蘇祉祺合影。
莫雪芝 攝
接受，故方案在現階段的通過機會並不很高，「但政治嘅嘢
好難講，有好多時候到咗最後一分鐘，忽然之間會峰迴路
轉，因此唔能夠排除（方案通過）可能性。」
范徐麗泰解釋，「峰迴路轉」不是指中央作「原則性讓
步」，「其實『8．31』（決定）係唔會改，我講咗好耐嘞，
都唔希望再講嘞」，又指反對派有人希望政制向前走一步，
但面對沉重壓力，甫表態「有得諗」時已被人批評至體無完
膚，故很難期望反對派有人會公開表示「有得傾」。

若中央作出承諾 或被批干預港務
就有反對派中人要求中央承諾香港政制可繼續優化，范徐
麗泰認為，如果中央作出承諾，會被人批評「干預香港事
務」，並以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為例，指未來特區政府要諮
詢公眾，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而香港也有人反對
取消，故要中央現時作出承諾很難做得到，否則會削弱香港
社會和下屆特區政府的角色。
劉兆佳昨日出席同一活動後，被問到中央會否於香港政改
作「終極讓步」時坦言，是次政改過程與過往不同，中央過
去曾在最後關頭「讓步」，但是次涉及特首選舉及「一國兩
制」日後發展，而中央甫開始已表明立場、底線，以及在這
立場、底線下不會讓步。

倘「讓步」亦難滿足反對派要求
他認為，「遊戲規則」已經改變，再次要求或希望中央在
最後關頭讓步是不切實際的，而中央即使肯「讓步」，幅度
也不能滿足反對派要求，實際意義不大。
他續說，如果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下次重啟「政
改五步曲」也會以「8．31」決定為基礎，並非將「8．31」
決定推翻再重啟「五步曲」。他指自己問過中央有關官員，
得悉「8．31」決定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各種情況而制定，
目前不能修改，而「8．31」決定未實行，未知利弊，故要中
央承諾何時重啟「五步曲」難以做到。

無說過方案通過後不能改
劉兆佳強調，中央及香港基本法都無說過方案通過後不能
修改，而根據中央官員甚至領導人講話，「8．31」應用範圍
是 2017 年或以後，並非永久，日後也可按香港實際情況而修
改，故通過方案並非所謂「袋一世」。
他認為，不通過方案是歷史上最大錯誤，而從民主發展及
反對派利益來看，都應該讓方案通過，令香港維持民主發展
的動力，減少社會分化程度，改善反對派與中央關係，從而
令反對派有更多機會參與特區政府管治。
另外，有民調顯示，支持方案的民意為一半左右。劉兆佳
表示，從其他地方的經驗來看，民主發展往往並非得到全面
共識才推進，有相當力量支持已可以，「就算政改民調有五
成或者喺五六成之間（市民）支持（方案），我覺得其實已
經有足夠民意支持去推動政制向前發展，唔一定要等到有壓
倒性民意。」他又指，支持通過方案的民意大於反對的民
意，值得各方面參考。

「政賢力量」播正義聲音
蘇祉祺籲議員尊重民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智庫組織「政賢力
量」昨日舉行成立典禮，主禮嘉賓、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強調，香港需要正義聲音，並批評香港有人去做一
些不應做的事，更認為自己是正確的。智庫主席蘇祉祺
呼籲立法會議員尊重民意，表決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
時按民意投票，擔心方案若被否決會內耗不斷。
「政賢力量」於去年 11 月成立，昨日舉行成立典
禮，范徐麗泰、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及全國
政協委員劉兆佳等多名榮譽會長及顧問出席，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和行政長官創新及科技顧問、行政會議成員楊
偉雄出席主禮。
多名青年界別人士獲邀成為顧問，包括香港各界青少
年活動委員會主席陳仲尼，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霍啟剛、
常務副主席范駿華、副主席吳傑莊、楊全盛，香港菁英
會榮譽主席洪為民、主席梁宏正，「三十會」召集人李
律仁，香港學生發展委員會主席謝曉虹，「星之子」陳
易希和學者沈旭暉。
范徐麗泰致辭時指出，香港現時很需要正義聲音，
「因為香港而家最叻一樣嘢，係唔應該做嘅嘢你又要去
做，然後覺得『我係做得啱嘅』。」她坦言，不知道這
些個別人士的信心來自何處，憑甚麼要其他人為他們的
任性付出代價，而他們抱着「我是全對，你是全錯」的
態度最不正確。

冀港重建國際面貌 勿「嘈嘈閉閉」
她希望香港重新建立國際城市應有的面貌，即並非
「嘈嘈閉閉」、發洩及破壞，而是包容、尊重不同意
見、理性平和講道理，強調不應因憤怒、不喜歡某些人
和事而將自己家中最珍貴的基礎打破，因為打破容易，

李慧琼強調，落實特首普選，將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下的第一個普選，中央當然會擔
心，故認為香港特區的政制發展安排，應該
先落實普選再談改善，而若方案獲得通過，
往後改進步伐可能較想像中更大。香港市民
考慮政改問題時，須思考甚麼才對香港最有
利，若政改裹足不前，只會令特區政府管治
愈來愈難。

何建宗籲青年跳出香港發展

粗口暴力是「反民主」行為

成立典禮後為論壇環節。智庫顧問、前發展局政治
助理何建宗認為，深圳居民來港「一周一行」雖平衡
民生需要，但同時意味着青年向上流動機會減低，因
涉及旅遊、零售等基層職位削減。他建議年輕人擺脫
「小島心態」，放遠目光，跳出香港，創造更大發展
空間。

被問及反對派中人以粗口及粗暴行為狙擊
落區的特區政府官員，李慧琼指出，一個黨
派用粗言和粗暴行為阻止別人表達意見，就
是「反民主」行為，「近年（香港）社會文
化改變，例如談到普選議題時，很多人會用
粗口、暴力、對抗等方法表達意見，而不是
以過去香港賴以成功的方法，即溝通、對
話、尋求共識，找雙贏位置。」她期望港人
活出香港的核心價值。
被問到新任主席的感受時，李慧琼認為，
民建聯選出年輕、資歷淺的主席，具有很大
勇氣。個人對近年社會撕裂情況愈趨惡化，
並對此感到不開心，但相信香港不同黨派都
期望能為社會找出一條出路，只是大家判斷
方式各有不同。

反對『8．31』（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要
求中央撤回『8．31』，咁我覺得傾就無謂啦，無謂大
家嘥時間。」
她認為，如果是又一次「政治騷」、反對派又一次於
溝通前「綑綁」、會面時只是各自表述，這樣的溝通就
沒有必要，最終將會是無甚結果、「得個桔。」

黃友嘉：要求愛國愛港非不信民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香港青年
時事評論員協會昨日主辦「2017 得？唔
得？」政改論壇，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以
經濟學一個現象來形容，就算所有投資者
都理性，最終也會出現股災、泡沫、超買
超賣等情況，因此有愛國愛港的要求，並
不代表中央不信任港人智慧，愛國愛港亦
符合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符合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黃友嘉在論壇上強調，政改爭議重點在於
各方對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中原
則性的解釋存在極大分歧，而他自己對原則
的解讀，是特首是不能與中央對抗，這是香
港基本法第四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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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經濟為喻：理性亦爆股災
就有反對派中人稱，有關決定是中央不信
任港人智慧，黃友嘉反駁，在經濟學上有一
個現象，就是就算所有投資者理性，最終也
會出現股災、泡沫、超買超賣等情況，因為
在社會上，所有理性的人獨立地做的事加起
來，不等如會出現一個理性大局。正因為如

此，中央對特首有愛
國愛港的要求，其實
就是要求特首不能與
中央對抗。
他強調，在特首普
選問題上，中央要考
慮國家主權、安全及
民眾發展方向，未來
特首實際運作不能牴 ■黃友嘉
觸以上中央的要求，
連嘉妮 攝
並希望反對派好好思
考，其實這決定並不代表中央不容許「泛
民」參選，中央官員提過「泛民」也有愛國
愛港的。
民建聯副主席、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主席周浩鼎指出，「一國兩制」非常特別，
香港政制發展必須要從實際情況出發，若太
執着於意識形態或理想主義，則永遠都無法
向前行。
他認為，香港社會部分人經常把中央想成
要「害香港」，但只要思考一下，都明白中
央沒有必要「害香港」，這樣做對中央並沒
有好處。對於 2017 年特首普選通過後，將
來會否再啟動「五步曲」優化政制，周浩鼎
指出，屆時所有特首參選人都要面對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府官員及社會各界人
士正盡最大努力，爭取市民支持
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但反對派
無視民意，堅稱要否決方案。行
政會議成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上圖)昨日質疑，反對派有勇氣否
決方案，同時也有勇氣發起「佔
中」行動，但就毫無勇氣與中央
溝通。她指出，若 2017 年特首普
選方案遭否決，對香港管治沒有
好處；反之，特區政府將有充足
條件說明中央已踏出一大步。
李慧琼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她明白市民對全國人大常委
「8．31」決定有不同感受，但
香港市民應仔細思考「8．31」
框架及其背後原因和理據。目
前，國與國之間的角力愈趨複
雜，中央擔心香港會成為別人的
棋子，加上反對派擺出一副抗拒
中央的態度，令中央與部分反對
派中人無法建立好的溝通渠道，
「（反對派）有勇氣否決政改
（方案），有勇氣『佔中』，但
無勇氣與中央溝通。」

建設卻要長時間不懈的努力。
范徐麗泰呼籲年輕人高舉正義之旗，立正義的決心，
並盡力為自己增值，然後「以德為先，以才輔之」為香
港奉獻，令香港社會成為一支正義之師。
蘇祉祺致辭時表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即將表
決，各個民調顯示，多數香港市民希望普選特首，作為
民意代表的立法會議員應尊重民意，按多數民意取向投
票，否則下一次選舉將遭受選民懲罰，希望議員作周
詳、慎重的考慮。
他續說，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若被否決，香港民主
將原地踏步，擔心社會出現不斷的抗爭和內耗，「周邊
國家同地區都發展緊，香港仲耗唔耗得起？」
蘇祉祺又指，拉布已成為立法會新常態，一些與香港
發展有關的非政治議題都被政治化，如特區政府設立創
新及科技局，故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是香港管治重大難
題，需要市民一起破解。
他強調，香港面臨不少機遇、挑戰甚至危機，但只要
港人互相包容、求同存異，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前提群策
群力，就可戰勝困難。他說智庫已針對青年創業及房屋
問題展開調查研究，並預告會舉辦研習班、公共政策研
究、撰寫民間施政報告等培育各方面人才。

范徐麗泰：溝通應坦誠非
「政治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聲稱希望與
中央政府溝通，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強調，溝
通應是坦誠相對的，若再次淪為「政治騷」並沒有意
思。
范徐麗泰昨日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希望雙方坦誠相
對、願意達致共識，「但如果只係重新表述佢嘅立場，

李慧琼批反對派無勇氣與中央溝通

范太：不會作任何「原則性讓步」劉兆佳：若否決下次仍以「8．31」為基礎

若方案遭否決 管治更難

黃成智：
「一人一票」不會出現「假授權」

■黃成智
連嘉妮 攝
連嘉妮 攝
自然會有市民要求他們交代當選後會否啟動
「五步曲」優化政制，參選人必然要交代或
承諾。
「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希望，無論方案
能否通過，也希望將來中央與香港「泛民」
加強溝通。
他更笑稱：「正如周浩鼎打電話給我，
我便來，中央有人跟我溝通我也去，因為
溝通是有用的，也不覺得這樣是有甚麼問
題的事，也不代表溝通一定要『轉
軚』。」
莫乃光稱，目前民調反映，無論支持或
反對都不過半數，代表着社會已經撕裂，
因此聲稱擔心在這局面通過，社會將更撕
裂。

■周浩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批評其
他反對派的立場的民主黨中委、前立法會
議員黃成智，昨日在一個政改論壇上強
調，能夠「一人一票」普選特首，不會出
現所謂的「假民意授權」。接受方案後，
無論在「入閘」到「出閘」以至「一人一
票」投票階段，整個政治生態都會出現很
大變化，其中很多部分都可以「做工
作」，推進民主發展。
黃成智昨日出席一個有關政改的論壇時
指出，「一人一票」選特首並不會出現反
對派聲稱的「假民意授權」，因為數字是
有意思的，若最終獲勝的候選人得票率不
高，且出現大量白票，根本不能做到所謂
的「有民意授權而理直氣壯地為所欲為」
情況。

不應僅選擇「贊成」
「否決」
他在論壇結束後進一步解釋：「大家所
討論的，不應該只是『贊成』、『否
決』，兩個極端選擇，反而應中間落墨。
社會可以討論例如在『贊成』後，日後政
治生態必然出現變化，大家可以做甚麼
呢？因為市民由沒有票變成有票，而且入
閘至出閘之間會有競爭，這幾方面都有很

多事情都可以做，以推動香港民主發
展。」

「佔中」拉布累民主無進步
黃成智續說，他不希望原地踏步後只是
再來抗爭又抗爭，然後再由下一代出來抗
爭，因為大家都看到，「佔中」、拉布，
最終都令民主發展毫無進步空間。
他強調，雖然自己是民主黨，但近日所
提出的「有條件接受方案」，並不是針對
民主黨，只是看到目前情況，包括反對派
以及中央政府都似乎「關上了大閘」，很
多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所有建議都
是向整體「泛民」提出，而不是民主黨或
個別一個人。
被問到會否集合更多溫和反對派提升力
量或提高政治音量，他表明暫時無意這樣
做。「我明白到這樣說出一些兩邊不討好
的說話，已受到很大壓力。雖然我自己不
怕，但我明白不是每個人都不怕，因此目
前不打算做甚麼聯合行動，雖然也有一些
想法相近的人有一直聯絡，但只限於交
流。至於聲音不夠大，不太重要了。我唯
有多講幾次，希望社會有更多討論，反正
我不是要做甚麼大型的政治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