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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六成市民要立會通過政改
過半人會投票踢走否決方案議員 港政協青聯籲反對派順應民意

羅康瑞：改革體制創黃金機會

接受「8．31」細節有商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聲稱要推翻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指出，即
使立法會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也不會作出另
一決定。只要接受「8．31」決定，其他細節可以與特區政府再磋
商，包括「入閘」成為參選人的門檻，及提名時的投票方式等。
梁愛詩昨日在出席「香港大講堂」時指出，人大「8．31」決定

作出至今也只過了很短的時間，根本看不到香港有實際情況需要
去更改決定。即使立法會否決方案，人大也不會作出另一決定。
被問及反對派是否還有機會與中央官員會面，她強調，如有關人
等堅持要推翻「8．31」決定，根本就沒有見面的基礎。

立會外現木屋「佔領」死灰復燃

劉兆佳：中央作權威解釋 梁愛詩：基本法遭「四面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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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文森）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倘不獲通過，香港各
方面將受到損害。特區署理行政長官、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示，香港經濟和政
治一直都有些密不可分的關係，他不排除
一旦方案不獲通過，香港股市會大跌的可
能。
曾俊華昨日在舉行行政會議前，被傳媒

問及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無法通過，香港
股市會否大跌時指出，香港經濟和政治一
直都有些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影響則要視
乎當時情況，「不可以排除這個可能
性。」
被問及昨日有報道稱，問責官員或因落區

「反應欠佳」而「煞停」計劃。曾俊華強
調，各問責官員一直採取不同方式落區，尋
求香港市民的支持，推動香港通過特首普選
方案，「絕對沒有『煞停』落區計劃。」目
前距離投票仍有一段時間，問責團隊會繼續
採用不同方式落區尋求支持。

高永文：爭李國麟梁家騮支持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另一場

合表示，特區政府在未來個多月內，必定
會繼續以不同方式，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統籌下，在各區以不同形式推動政改，
「整個問責班子團隊將一起努力去做有關
工作。」
就他早前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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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昨日指，
已經定出時間和梁家騮會面，並正安排與
李國麟會面的時間。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於昨日舉行記者會，公布關於
普選方案的民調結果，及交代該會對方案的立

場。聯會委託香港研究協會於上月22日至24日以電
話成功訪問了 824 名 18 歲或以上香港市民，發現
61.3%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有30.6%人認
為應令政制原地踏步。高達72%受訪者認為立法會
議員應按多數民意表決方案，認為不應該的僅
15.5%。
反對派議員至今仍堅持否決方案。民調顯示，分別

有55.2%及56.7%的受訪者表示，不會於下次選舉中投
票予否決方案的政黨及議員，僅27.4%及28.8%人會投
票予他們。同時，有45.9%受訪者認為方案若被否決，
對香港民主發展會有負面影響，而認為對香港整體發
展會有負面影響者有48.1%。

馬浩文：過半數「出閘」防「港獨」
聯會常務副會長馬浩文表示，方案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下，考慮了內地和香港的關係，再平
衡各方利益，是一個好方案。聯會支持方案，而是次

民調也反映了主流民意支持通過方案。
他認為，港人應該理解方案要顧及香港特點，例如

香港並無「政黨法」，政黨主要受公司法規範，不用
遵守憲法和顧及國家安全，可以做任何事包括鼓吹
「港獨」，故採取過半數「出閘」門檻可對此作規
範。

譚鎮國：譴責阻撓官員落區
聯會常務副會長譚鎮國說，聯會非常期望立法會順

應大多數民意，通過方案，為香港翻開民主新一頁，

並相信否決方案會令大多數市民非常失望。
他又指，聯會認同特區政府官員落區宣傳方案，藉

此聆聽香港市民意見，解釋和回應他們的疑問，並強
烈譴責近日有激進團體粗暴阻撓官員落區，擾亂社區
秩序，妨礙官民溝通，支持警方嚴正執法。

陳志豪：將蒐挺方案市民簽名
聯會副會長陳志豪則預告，聯會將會響應「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設置街站收集支持通過方案的市民
簽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支持立法會

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民意續成主流。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昨日公布的民調結果發

現，逾六成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

而非讓政制原地踏步，更有逾七成受訪者認

為立法會議員應按多數民意表決方案。同

時，超過五成半的受訪者表明不會投票予否

決方案的議員。聯會呼籲立法會順應大多數

民意通過政改方案，為香港翻開民主新一

頁，並譴責粗暴阻撓特區政府官員落區宣傳

方案的行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
香港反對派肆意扭
曲香港基本法條
文，試圖挑戰「一
國兩制」的憲制地
位。全國政協委
員、全國港澳研究
會副會長劉兆佳昨
日批評，香港回歸
後，部分人不接受
「一國兩制」、刻
意扭曲對「一國兩

制」的詮釋，特別是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故中央有
需要在關鍵時刻，就「一國兩制」方針作出權威說明。

指部分人曲解「一國兩制」
劉兆佳昨日在本報舉辦的「香港大講堂」上，以《認識基本

法 必須先理解中央對港政策》為題發表演講。他指出，香港回
歸後，部分人對「一國兩制」有不正確了解、輕「一國」而重
「兩制」、不接受「一國兩制」和不尊重中央權力、刻意扭曲
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特別是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
體」，抽離香港基本法個別條文予以演繹而不作全面解讀，按
照自身政治立場和利益解釋基本法，並以所謂「國際標準」、
特別是「民主和人權標準」加諸基本法。
他強調，因此中央有需要在關鍵時刻就「一國兩制」方針作
出權威性說明和講述，以中央對港政策來判別是非，「如果各
方面能夠細心地和真誠地『吃透』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核
心內容，哪種看法代表基本法的正確認識便不難斷定。全面和
準確實施『一國兩制』和落實基本法，正確理解『一國兩制』
的歷史背景、戰略目標和實施手段至為重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在
即，「民陣」昨日稱會號召10
萬人包圍立法會。昨晚，一直
在立法會大樓外搭建帳幕、拒
絕離開的「佔領」者，竟即時
開始搭建木屋，反映他們圖謀
開展新一波「佔領」行動。

在警方早前「清場」後，一
批「佔領」者在立法會大樓內
搭建帳幕，一直拒絕離開。近
月，帳幕的數目不尋常地增
加，由10多個增至近百個。在
「民陣」昨日宣稱會號召10萬人包圍立法會後，有「佔領」者
即晚在大樓外利用木箱的廢木搭建了一間木屋，反映他們的行
動可能會「升級」。

譚耀宗批欲圍堵綑綁反對派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耀宗昨日指

出，相信激進組織害怕反對派議員「鬆綁」，故企圖透過圍堵
立法會大樓再綑綁，「唔緊要，社會定會有贊成及反對的聲
音，最重要是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軌跡，尋求立法
會最多數的認同，希望方案能夠趕及6月中下旬
作決定。雖然表面觀察通過機會不高，但大家要
繼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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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
派漠視基本法的規定，普選問題上屢提違法
主張。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
指出，有部分人為了政治目的，扭曲、選擇
性理解；部分人只看「頭上的一片天空」；
一些人故意排斥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
釋權等原本香港制度沒有的新制度；有人扭
曲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她強調，在
普選關鍵時刻，應好好理解基本法，增加對
基本法信心，不要辜負前人對「一國兩制」
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昨日聯同全國港澳研究會、香

港中國商會主辦「香港大講堂」，在灣仔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促進
兩地融合發展——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
年專題研討會」，邀請了10位知名學者和資
深政界人士，探討香港基本法頒布25年後的
新體會。（研討會詳情明日刊出）
梁愛詩在演講中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矛盾

激烈，有人甚至暴力違法衝擊特區政府，或
質疑「一國兩制」在香港是否成功落實。她
從四方面指出社會對基本法存在的誤解：

選擇性理解「一國兩制」
一、中央領導人已多次解釋「一國兩制」

是一個完整概念，以「一國」為前提。但一
些人對落實「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方針
理解片面，為了政治目的，往往扭曲、選擇

性地去理解。
二、「一國兩制」的目的，不只為香港的
繁榮穩定，也為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根據國家憲法，公民有責任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故此，港人維護「一國兩
制」，不能只看港人「頭上的一片天空」，
還要從整個國家的角度和國際局面去考慮。
三、「兩制」存在差異，也令一些人對基

本法有誤解。香港基本法是全國人大按照中
國法律制定，需要港人以謙遜態度認識內地
的法律制度，以便好好理解基本法，但一些
人故意排斥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解釋權
等原來香港制度沒有的新制度，以為這樣做
才能確保原有制度不變。
四、在香港過渡時期，往往只強調基本法

的穩定性，宣傳不足，往往令近年一些人扭
曲香港基本法，破壞「一國兩制」，令市民
對基本法產生混淆，香港在宣傳方面仍需加
倍努力。

特首普選需依賴基本法
梁愛詩強調，雖然香港基本法給予港人很

好的藍圖，但在實踐中，仍需不斷摸索、回
顧、反思，從經濟上開拓改進。特別是同迎
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港人更需依賴基本
法，推進民主發展。港人要對基本法有信
心，對自己有信心，不要辜負前人對「一國
兩制」的貢獻。

張定淮：若否決方案釀四惡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近年施政受立法會部分反
對派議員拉布而遲遲未能落實。全
國政協委員、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
昨日表示，特區政府施政受現有民
主體制限制，亟需政治體制改革，
立法會倘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有助提高特首認受性，是改善
施政的黃金機會。
羅康瑞昨日在香港文匯報主辦

的「香港大講堂」上指出，民主
有好的一面，但並非完美。西九
龍文化區和啟德舊機場，發展反
覆諮詢至今10多年，項目推動十

分緩慢，正是香港因民主拖慢發
展的兩個明顯例子，反映目前的
政治體制如再這樣發展下去，將
影響特區政府管治，凸顯了改變
體制的重要性。

可加強特首認受性
他強調，世界各國沒有完美制

度，普選產生特首後不能解決所有
問題，但推動普選的確有利化解當
前施政困局。立法會最快今年6月
表決特首普選方案，正是改變政治
體制的黃金機會，特區政府管治效
率有望在改變選舉制度和加強特首
認受性方面而提高。然而，反對派
仍打着民主旗號反對民主普選，寧
可原地踏步，阻礙了政制發展步伐
向前，令人憂慮。
就有人質疑提名委員會的「公信

力」，羅康瑞指出，如果參選人公
眾認受性高，提委會不可能不考慮
公眾意見，並強調每位提委會委員
都會憑良心投票，決定哪些參選人
「出閘」。有人憑自己能不能「出
閘」而去質疑提委會的「公信力」
並無道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不顧民意堅持否決政改方案。深圳大學
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昨日
批評，香港主流民意要求「袋住先」，
但反對派竟以挑戰姿態及綑綁方式，試
圖做出否決方案的舉動。他分析，否決
方案將導致4個後果，包括嚴重毒害中央
與特區的關係、剝奪500萬合資格選民普
選權利等。他期望反對派對歷史負責，
通過方案，創造各方「共贏」的結果。
張定淮昨日在香港文匯報主辦的「香

港大講堂」上發表題為《理性面對政改
才會產生共贏結果》的演講。他批評反
對派以挑戰姿態及綑綁方式，不顧香港

絕大部分市民落實普選的普遍意願，試
圖做出否決政改的舉動，「這種非理性
行為不構成違法，但他們是否思考了可
能產生的嚴重政治後果？」

毒害中央與特區關係
他分析，否決了方案將導致4個嚴重後

果：一、嚴重毒害中央與特區的關係，
「否決方案的舉動，是否構成了對中央決
定的直接挑戰？」二、剝奪了500萬合資
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權利，
「是否會作繭自縛地縮小自己的社會基
礎？」三、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傳統。他指
出，提名委員會機制是25年前香港基本法
作出的明確規定，「以反對提名機制否決
政改方案，這是違反了法治原則。」四、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為反對派提供「入
閘」機會，體現了提名的靈活性，否決方
案反映反對派政治能量不夠。
張定淮強調，中央原則立場是不可動

搖，香港主流民意也要求通過方案，反對
派應當正視政治現實，「根據制度規定，
他們是有權利對政改作出否決的，這種否
決是以否定500萬合資格選民的選舉權為
代價。如果以對歷史負責任態度作出配
合，將是各方『共贏』的結果。」

■「佔領」者昨晚於立法會大
樓外搭建木屋。

■香港政協青年聯會昨公布政改民調結果，並交代該會立場。 劉國權 攝

■張定淮 曾慶威 攝■羅康瑞 曾慶威 攝

■梁愛詩昨
於「香港大
講堂」上演
講。
曾慶威 攝

■劉兆佳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