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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簽名 籲市民挺普選
港政制發展歷史性進步 市民應支持表心聲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日前正式啟動一連9日「保
民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大型簽名行

動。林鄭月娥昨日上午結束訪問比利時、愛爾蘭和意大利
返抵香港後，被問及會否參與簽名時表示，她一定會去簽
名。

「政改工作去到最關鍵時刻」
她說：「因為我們政改工作已經去到最後和最關鍵的時
刻，在未來這6至8個星期是需要爭取更加多市民支持由特
區政府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方案。」
林鄭月娥指出，自己身為問責官員，並領導政改諮詢專
責小組，有民間團體安排類似「保民主」和「撐政改」的
簽名工作，她會積極支持，「我呼籲市民亦表達他們希望
能夠見到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這個發展而去支
持這一類活動。」

方案是全面合法可行的方案
被問及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會否再作調整，林鄭月娥強
調，有關政改的討論在香港已經持續了接近一年半，並經
過了兩輪的公眾諮詢。特區政府提出來的有關普選特首的
方案已經是一個全面的方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的規定，是一個合法可行的方案，也
比目前由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特首有更大的民主成
分，在香港政制發展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她續說，大家應該全力去支持這個方案，並希望方案稍

後在立法會表決時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大多數議員支持，
「得到議員支持，我相信我們可以接着順利走完政改另外
的『兩步曲』，而落實在2017年讓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
能夠歷史性第一次『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的行政長
官。」
稍後，林鄭月娥在未通知傳媒訪問下到「保普選 反暴

力」大聯盟在灣仔設置的街站簽名，並和街站義工合照。

譚志源吳克儉許曉暉赴街站簽名
另一名「政改三人組」成員，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

志源昨日也在未通知傳媒的情況下，一身便服到鰂魚涌街
站簽名。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的新聞秘書昨日在回覆查詢時
表示，袁國強也會到街站簽名支持，但具體時間未定。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到街站以個人身份簽名。此前，

被問及他會否游說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支持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時表示，他在不同場合或會議都有要求議員，
以至校長或其他團體代表支持方案，又透露自己曾就方案
一事與葉建源「見過面」。
此外，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昨日也到街站簽名。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在出席活動後表示，他原

則上支持「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的簽名行動，希望能
達到2017年可普選特首。在時間許可及方便的情況下，他
會簽名。

高永文鼓勵醫界表意見
被問及醫學會將會進行第三次的政改民調，高永文不想

推測或評論未發生事情的後果，但他認為若進行民調或意
見調查，相信有關組織會盡量希望多些業界人士表達意
見。身為醫學界一分子，他會鼓勵每一位業界人士表達他
們的意見，無論他們的意見是正或反。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在另一公開活動也表示，他和很

多香港市民一樣，都期望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他
會在適當時候以個人身份到「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的
街站簽名。
他續說，自己在出席不同活動時，都會在適當時候宣

傳，讓大家了解特區政府對2017年特首普選的看法。被問
及會否落區，他則說：「這是整個政府安排與相關市民溝
通的方法，未來還有一段時間，我相信我們相關的同事譚
（志源）局長會有適當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為實現廣大香港市民2017年普選特首的心願，「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舉行「保民主 撐政改 反拉布 做選民」大型簽名行動，呼籲市民發聲。特區

政府「政改三人組」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多名問責局長昨日分別到「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

盟的街站簽名。林鄭月娥強調， 特區政府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比現在由1,200人的選舉

委員會選出特首有更大的民主成分，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歷史性進步。她呼籲香港市民支持是次簽

名行動，表達希望2017年可以讓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心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陳家強昨日發表題為《不要讓機會溜走》的網誌，形容
政制發展如香港發展成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般，都是「一國兩制」下，兩地互動下得出機遇一樣，
且普選是令選特首「市場化」，令特首回應社會需要，
明顯讓民主向前走出一大步，大家不應輕易讓機會溜
走。
陳家強表示，發表網誌之際，自己正身處萬呎高空前

往瑞典斯德哥爾摩5天外訪。他指出，當香港和內地通
過合作、互動、競爭，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已發展
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他指出，當初在發展離岸人民幣業務時，沒有人會想

到今天香港和內地市場可以如此互聯互通，已實施的滬
港通、籌備中的深港通和期待已久的基金互認等，帶來
翻天覆地的改變。

「一國」下的「兩制」展強勁生命力
陳家強強調，這成就是基於「一國」下的「兩制」，

才會展現強勁的生命力，不斷茁壯成長，更重要的是演
變過程中大家不會停下來，不會讓任何機會溜走。
他指出：「如果金融市場可以利用『一國』之下『兩

制』的互動而得到發展機遇，為什麼政制發展不是同一
道理？『一人一票』可以說是讓行政長官選舉更加市場
化，走出這一步，我們的民主社會將通過互動、競爭而
演變，去回應社會上的需要。在這基礎上，有誰能說這
不是民主向前一大步？又有誰能說這不會對香港的政治
環境帶來深遠影響？所以對於堅決反對方案、輕易讓機
會溜走的取態，我實在覺得要不得！」

「一人一票」讓特首選舉更市場化
陳家強解釋，在政制發展上，大部分市民是支持政改

方案的，但也有反對的。對於傾向反對的市民，或許是
基於個別政治立場，或認為現有方案距離心中理想太遠，但其實
大家都明白，現實是沒可能出現一個得到所有人支持的辦法。
他強調，特區政府現在提出的方案，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

下設計，符合香港基本法，而這個讓500萬選民以「一人一票」
方式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案，一定較現有選舉安排更民主。
從處理金融發展事務中，陳家強也明白到，香港與內地似是競

爭，實為互補。他舉例說：「像一隊球隊，有負責進攻的隊友、
有助攻的、亦有防守的，大家互相配合，目標一致為贏比賽而努
力。」不過，他發現有些香港人對現實情況不甚了解，可能不明
瞭一隊球隊的隊員要各盡其職、互相配合才可獲取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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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反對派堅持要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
方案，又欺騙市民稱「越快否決，越
快重啟政改」。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近
日表示，要啟動政改最重要的是當時
的政治情況及現實環境，倘是次方案
被否決，沒有人知道甚麼時候才是重
啟的合適環境，加上未來管治環境可
能會因方案被否決而變得更困難，可
能會令推動第二次政改的環境更加嚴
峻。
袁國強近日在接受鳳凰衛視香港台

《香港新啟航》節目訪問時，被問到
如果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何
時可以再啟動「政改五步曲」時表
示，「我想我不會說很渺茫，但會更
加困難。因為（香港）基本法沒有說
明甚麼時候可以啟動。」
他坦言：「可以啟動（『政改五步

曲』）的法律基礎是有的，或者法律
途徑是有的。但更重要的是在法律以
外政治的情況及現實環境，若然這次
被否決，不可能相隔一個月便重新再
來。因為隔一個月重新再來結果都會

是一樣。」

否決方案 環境料更嚴峻
袁國強指出，甚麼時候才會在社會

上營造到一個合適的氣氛，可以再次
重啟「政改五步曲」，「我相信沒有
人可以說出來，因此往後要面對的管
治問題可能會更加困難。如果這個推
測是正確的，管治真的更加困難的話
很可能對推動第二次政改，或重新啟
動『政改五步曲』，環境可能更加嚴
峻。」■袁國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日前上載7名中
學生支持普選方案的短片上網後，
有網民聲稱要人肉起底，有網媒更
引述消息指短片經「剪接」。會長
鄧清河昨日澄清，拍攝前已徵得學
生同意，短片亦為學生原話絕無刪
減。然而，為減低有關學生受網絡
欺凌的傷害，社總前日已及時刪除
短片保護學生。鄧清河指，學生表
達支持普選言論光明正大，卻因受
到起底和「剪接」等手段威嚇和扭
曲，反普選的白色恐怖問題，值得
社會各界高度關注。
據悉，「佔中不代表我」

facebook專頁中有一段長約7分鐘
的短片，其中有7名中學生親自講
述支持普選方案的理由和看法。有
網民聲稱要向7個學生起底。有網
媒更聲言，有片中部分學校校友報
料，指片源源自廣西社總舉辦的美
國交流團面試，報料者更稱片中學
生曾表示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拍
攝，內容經過剪接」。

全是學生原話 無剪接加減
鄧清河昨日回應傳媒查詢時證

實，有關短片為廣西社總日前在
YouTube上載的短片，短片中涉及
一個海外流學生計劃活動，當時面
試40多名學生。面試後，社總在另
一個房間向學生說明另有一個活
動，其間會有一張紙問及學生對普
選方案的意見。當時已查詢清楚學

生是否願意接受上鏡，經同意才開
始拍攝上載網站，不存在強迫問
題。最後有七八名學生接受安排，
不接受的不包括在內。他強調，短
片內容並無剪接加減，完全是學生
當時的原話。
本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鄧清河

說，社總希望了解年輕人對政改的
意見，以供政協日後撰寫提案向國
家反映，才在原活動後另作相關安
排。由於社總認為幾名年輕人說得
好，才進一步把片段放上YouTube
分享。

鄧：起底施壓是網上欺凌
鄧清河批評，有網民表示人肉搜

尋片段中的學生，完全是網上欺
凌。短片上載後，有片中學生指校
長、教師、家人和朋友、同學給予
很大壓力，要求片中學生刪除短
片，學生向社總反映後，亦順應訴
求前天刪除。
鄧清河坦言，對是次事件感到很

傷心，認為「香港白色恐怖得好緊
要」，校長還不准學生發表支持政
改的言論，「撐政改本是光明正
大，何以撐政改會被滅聲？在白色
恐怖下，現在的年輕人已不能表
態。」
鄧清河又引述指，有學生曾表示

校方要求社總給予一封信，說明學
生是不願意把短片上載的，但事實
上是事前已向學生說明清楚，有關
出信要求並不合理。

鄧清河駁「剪接」傳聞：
短片無刪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
昨日在網誌也提
及政改問題。他
以增加房屋供應
為例，指在短期
內先落實切實可
行的方案，並不
妨礙大家繼續為
更長遠的措施作
謀劃。他認為，
社會應可先在目前的現實中踏前
一步，同時仍可繼續為他們心目
中的理想謀劃出路。

巿民多冀政制先走前一步
陳茂波昨日在網誌中表示，身
為政府問責團隊一員，到地區宣
傳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責無旁
貸的。他落區時見到有人支持，
有人反對、批評甚至責罵，他十
分理解和尊重，但社會的確有很
多巿民希望先讓方案落實，讓政
制先走前一步。
他以增加房屋土地供應為例，
指社會上大部分巿民均認同本港
需要增加房屋土地供應的迫切性，
但對具體該採取甚麼措施，怎樣的
優次則意見紛紜。當局在小心考慮
過不同可行方案後，認為需要短中
長期措施同時並行，包括長遠需要
填海和發展新巿鎮，短中期則透
過改劃土地用途，力爭土地供應
能夠持續和穩定。
他續說，在短期措施中改劃土地

用途一項，社會上部分人是反對的，
但巿民等候「上樓」、「上車」又
是相當迫切，所以當局和社會不得

不作出艱難的抉擇和取捨。因此即
使改劃土地作房屋發展未必是所有
人心中最理想的措施，但在現實限
制下，當局仍認為這是在短期內最
務實可行、最符合社會整體利益的
做法。

先落實短招 無礙定長策
陳茂波強調，「在短期內把切

實可行的方案先落實下來，並不
妨礙我們繼續為更長遠的措施作
謀劃，故理想和現實兩者是可以
並行不悖的。」既然對民主抱有
「理想」的巿民，不會因為這次
方案獲得通過而有所損失，更不
會因此而放棄心中的堅持，而香
港的民主發展亦不會停在這裡而
不再進步，「那麼社會是否可先
在目前的現實中踏前一步，哪怕
這一步未必完美，但同時仍可繼
續為理想謀劃出路。」
他相信，所有香港巿民都是一

家人，即使大家有不同意見，都
不應抱着只有「你贏我輸」或
「你輸我贏」的心態，因為在這
個問題上，「贏只會香港人一起
贏，輸亦只會一起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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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波(左)落區宣傳政改。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親自簽名，並呼
籲市民參加簽名撐政改。

▼許曉暉昨日到大聯盟街
站簽名。

大批市民到
大聯盟街站參
加簽名行動。
其中包括知名
影星陳百祥。

阿叻支持

■吳克儉（後排右二）簽名挺政改。■譚志源（中）到大聯盟的街站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