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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否決方案 勢失「中間」票源
「公民行動」民調顯示逾半人促立會通過

昨天是兩岸關係又一個具重大意義的日
子，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了中
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發表了推動兩岸關係
發展的五點主張。此次習朱會，意義重大，
成果豐碩，為今後雙方共同維護「九二共
識」，繼續推動兩岸關係向前發展，進一步
打下牢固基礎。

這次會面是自 2005 年國民黨連戰主席的
「破冰之旅」以來，第三位國民黨主席來京
與中共最高負責人會面。由於目前台灣島內
政治生態和社會情況都發生了極大變化，特
別是國民黨在去年「九合一選舉」的失利，
令其未來的前景蒙上陰影，兩岸關係也處於
新的重要的節點。兩岸關係的路應該如何
走，是擺在兩岸所有政黨和社會各界面前的
重大問題。

習總書記在會面時，針對兩岸關係最新情
況提出五點主張，內容相當豐富、務實。首
先強調了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
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其核心是
認同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其次是
要深化兩岸利益融合，共創兩岸互利雙贏；
第三是希望兩岸同胞要以心相交、尊重差
異、增進理解，不斷增強民族認同、文化認

同、國家認同；第四是呼籲國共兩黨和兩岸
雙方不僅要求同存異，更應努力聚同化異，
不斷增進政治互信；五是真誠希望國共兩黨
秉持民族大義，承擔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神聖職責。這五點主張，既堅持一貫原
則，又具相當的靈活性；既發聾振聵，又情
真意切；既抓住當下，又眼未來，為此次
習朱會賦予了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尤其是第
一點，習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九二共
識」、反對「台獨」的政治基礎，更是切中
當前台灣局勢的要害。台灣無論是哪個政黨
執政，都不可以搞「台獨」，否則，兩岸關
係就難以做到和平發展。朱立倫主席的回
應，也強調了會維護「九二共識」這個國共
雙方共同的政治基礎，這使到雙方關係將有
望在良好的基礎上繼續向前推動。

可以預料，透過國共兩黨最高負責人的會
面，鞏固共同的政治互信，從而進一步推動
和深化兩岸交流，並將近年來的合作成果推
廣惠及更多民眾，特別是台灣中下階層、中
小企業、青年一代和基層社會，將令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基礎更加牢固，未來最終實現
和平統一的大趨勢更加不可逆轉。

習朱會承先啟後 促進兩岸關係新發展
正值香港政改進入關鍵時刻，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撰寫題為《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
選》的文章，傳遞中央的權威訊息，對於香港當
前的普選討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值得香港社
會高度重視。張曉明的文章強調「制度自信」，
反映了中央對普選問題的思路，更顯示了中央對
落實香港普選有信心。這是文章帶出的最權威、
最值得重視的信息。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確立的
特首普選制度，香港社會各界應該樹立信心，不
僅應該堅信這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且
應該滿懷信心推動落實這個現階段最切實可行的
好制度。

特區政府依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公布後，反對派全面發動惡
意攻擊，完全沒有理性對話，而是淪為自欺欺人
的口號式行動，使政改討論陷於泥漿摔角。正是
在這個背景下，張曉明以特殊的身份發表重頭文
章，全面闡述香港普選問題的歷史源流、法律基
礎以及香港的特色，指出行政長官普選制度適合
香港實際情況，具有合憲、民主、正當、穩健的
四大特點，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張曉明
的文章不但釐清普選誤區，更有利於引導政改回

歸正軌，推動普選方案的落實。
張曉明指出，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是基本法最先

規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兩個決定，使得基本
法規定的「最終達至」普選目標的道路選擇，在
香港回歸 20 年之際變成「可望又可及」的事
情，這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里程碑和新亮
點。中央真誠期望香港 2017 年實現行政長官普
選，這種決心和誠意就來源於中央對「一國兩
制」的制度自信。正因為如此，張曉明的文章也
傳達了中央關於香港普選原則底線不會動搖的信
息。

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如果從起草香港基本法算
起，有關爭論已經持續了30多年的時間；如果從
香港回歸算起，也有近 18 年的時間。但這些爭
論，往往淪為支離破碎的爭拗，特別是反對派對
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惡意攻擊，更是荒謬淺薄的
口號式污蔑。「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
埃」。張曉明文章傳遞權威信息，澄清了反對派
在行政長官普選問題散布的迷霧塵埃，有助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樹立行政長官普選的制度自信，理
直氣壯維護這一制度，為促成普選營造良好的社
會輿論環境。

政改關鍵時刻 張曉明傳達權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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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民行動」昨日公布有關
2017 年特首普選辦法的民

調，是次調查於上月24日至30日期間，
透過電話成功訪問1,493位受訪者，回應
率為36%。受訪者中，有25.4%自稱為
反對派支持者，28.4%為建制派支持
者，約46.3%為「中間派」支持者。
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被問及「有幾
認識」特區政府公布的2017年特首普選
方案時，分別有41%表示「好認識」，
45.5%「有啲認識」。有55.2%受訪者認
為，立法會應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僅36.4%人不支持，其中，支持特
區政府公布的方案者有46.2%，不支持
者為39.3%。

64.4%人指中央「不會讓步」
就反對派經常聲稱「袋住先等如袋一
世」來作為否決方案的借口，但調查發
現有47%受訪者對此並「不同意」，同
意者有42.7%。問到「『泛民』用否決
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為手段，藉以迫使
中央政府最終讓步」，64.4%受訪者指

中央「不會讓步」，僅7.2%人認為「會
讓步」。
被問及反對派若否決特區政府提出的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令市民未能在
2017年「一人一票」投票選特首時，會
對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等造成巨大
損失，有42.9%受訪者對此表示「同
意」，19.8%人「一半一半」，33.4%受
訪者「不同意」。
倘立法會最終未能通過方案時，有

45%受訪者認為責任在「泛民主派」身
上，有32.1%認為是「建制派」。其
中，代表「中間游離」的「其他」取向
者也有40.1%認為責任在「泛民主派」
身上。

14.9%「泛民」支持者：應通過方案
同時，被問到有關下屆立法會選舉

時，「政改立場及取態很大程度影響選
舉結果」，有66.2%受訪者表示「影響
很大」，只有 18.8%人認為「無影
響」，但值得注意的是，有14.9%稱支
持「泛民主派」的受訪者認為，立法會

應通過方案，有51%的「中間游離」者
也認為應通過，而若他們屬意的候選人
的立場與他不同，他不會在下屆立法會
投對方一票。
調查又顯示，有42.3%受訪者認為，

立法會一旦無法通過政改，中央不會同
意下次再啟動政改，僅28.6%才認為會
再啟動。就反對派時常稱一旦方案通過
後就會發動辭職來引發補選，以達至
「變相公投」，超過半數受訪者「不同
意」，約有 55%，只有 26.5%受訪者
「同意」。

陳財喜：上策爭民意 支持官員落區
「公民行動」主席陳財喜昨日在記者

會上分析指，調查發現很多受訪市民都
不支持所謂「袋一世」的說法，「意味
着好多市民都認為方案是個起步，都係
有機會修改。」他並形容，反對派目前
可能面對「進退兩難」之局，倘他們否
決方案，調查反映可能有14.9%支持者
「好可能會在下次選舉中流失」，甚至
連中間派票源也會流失，「若『泛民』
策略不調整，『泛民』都會是輸家。」
陳財喜又認為，調查發現受訪市民對

政改方案認識比例愈高，要求立法會通
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比例也較高，
反映爭取民意支持為上策，故支持特區
政府官員落區與市民接觸，讓他們對方
案有更多的認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堅決否決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香港公民行

動」昨日公布民意調查，發現有55.2%受訪市民認為立法會應通過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46.2%受訪者則表示支持方案。同時，有

42.9%受訪者同意反對派倘否決方案，將令2017年特首普選落空，

為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造成巨大損失，而反對派在未來選

舉中也可能因此失去溫和支持者和「中間派」的票源。

田少「自費」搞民調 促反對派支持方案

「香港公民行動」民調結果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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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區政
府日前公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人民
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署名文章指，方案
對香港民主政治來說是極大的進步，並反
問香港反對派為何一再反對，甚至發動違
法「佔中」。文章更引述中央涉港官員
指，政改方案的分歧並非方法之爭，而是
政治之爭，因為提名方式不利於反對派推
出人選。
《人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題為《港人
挺身為政改方案發聲》的署名文章。文章
說，特區政府的方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去年8月所作的決定，但香港
反對派聲稱將在立法會上否決方案，「若政
改方案遭否決，香港普選將不知何日才能實
現」。
文章形容，回歸以來，香港特首通過選

舉委員會推選而出，新的普選方案相當於
將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變為提名機構，
提出2名至3名候選人後，由香港500萬選
民「一人一票」選特首，「這樣的方案，
對香港民主政治來說當然是極大的進
步。」
文章並反問道：「香港反對派為什麼一
再反對，甚至發動違法『佔中』？中央涉
港官員此前指出，香港政改方案的分歧並
非方法之爭，而是政治之爭，因為提名委
員會的提名方式，不利於反對派推出自己
的人選。政改方案是否能通過，將在今後
兩三個月內見分曉。特區政府近日加大推
廣力度呼籲市民支持。民意調查也顯示多
數港人希望2017年能夠實現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突以個人
名義「自掏腰包」，花25萬元委
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特區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前12日開始進行「超級民
調」，並會在方案表決前公布調
查結果。田北俊昨日稱，會根據
是次民調結果盡最後努力，游說
反對派議員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框架下的特首普選方
案。
田北俊昨日和港大民研計劃總

監鍾庭耀舉行記者會，介紹由他

贊助的「超級民調」計劃。有關
調查暫定的樣本數目為5,000人，
遠超目前一般民意調查的 1,000
人，以將調查的誤差率由正負3%
至4%，降至正負1.4%左右。
田北俊解釋稱，倘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不獲通過，2017年特首
人選將沿用目前的1,200人選委
會模式選出，「實際上（特首）
得一個老闆，就係中央政府，唔
係500萬合資格投票者。」倘是
次民調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市
民都支持方案，他和自由黨各立
法會議員都會盡力游說反對派支

持方案。

指民意可對反對派造成壓力
不過，他承認，到目前為止沒

有反對派議員向他承諾會跟隨調
查結果投票，故他暫沒有把握能
令5名反對派議員「回心轉意」，
但相信民意可以對反對派議員造
成壓力。就調查選擇在立法會表
決方案前12天進行，並在表決日
前夕公布，他解釋，「中央及特
區政府是否有新安排這時已有定
案，大家可作最後的決定，民調
結果最準確。」
被問及港大民研計劃多次被外

界批評與反對派「合作無間」，
其中立及公信力受到質疑，田北
俊回應稱，委託反對派信任的港
大民研調查，有助他們游說反對
派議員跟從民調結果投票的機
會。
鍾庭耀則介紹稱，是次「超級

民調」的題目，與3大院校合作的
民調的題目相同，主要詢問被訪
者「支持或反對政府提出的方
案」。由於調查時間較貼近立法
會表決的日期，相信調查的參考
價值較高，而反對派會否依據民
調結果投票則不在其考慮之內。

■田北俊委託港大民研進行政改民調。 記者鄭治祖攝

■「香港公民行動」主席陳財喜發表有關政改民調。 鄭治祖攝

—張曉明《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系列解讀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