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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太：「港獨」阻普選圖亂港
籲了解特首須愛國愛港深層意義 團結一致勿自亂陣腳

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否決政改方案容易，但要
思考否決的後果。事實上，反對派議員否決普選方
案將帶來嚴重後果，香港的民主、經濟乃至社會民
生等各方面的發展都要付出沉重代價。廣大市民不
願意也不應該承擔這樣的嚴重後果。政制向前行，
民主有進步，人人是贏家，原地踏步完全可以避
免。手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要為香
港的利益和前途認真思量，作出負責任的決定。

香港社會為推動普選付出巨大心血，此輪特首
普選的討論已經花費了多年的時間，更不要說自
回歸以來的長期準備，為普選求同存異不斷努
力。現在政改到了「臨門一腳」的關頭。若最終
不幸被掌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否決，不僅
意味着前功盡棄，各方努力付諸東流，更將導致
至少五方面的嚴重後果。

第一，普選將遙遙無期。根據人大決定的規
定，如果特首普選不能如期落實，立法會普選就
無從談起，整個普選時間表都要推遲。未來要重
新啓動「五步曲」，政治上不容易，因為2017年
的普選已花不少時間及精力，結果無功而返，未
來何時才能重啟政改，沒人能回答。反對派否決
此次政改，等同剝奪了港人的雙普選權。

第二，行政立法關係更僵，經濟民生更困難。
普選夭折，反對派更激烈地狙擊政府，變本加厲

拉布，搞不合作運動，任何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
的重大項目、有利於改善民生的福利政策，都難
以推行，廣大市民成為受害者。

第三，社會進一步撕裂。否決政改後，普選爭
論將更加尖銳化、長期化，導致社會撕裂，政爭
矛盾更難化解，香港將陷入更激烈爭拗的局面。

第四，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傳統。此次政改方案
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框架制定，完全合憲合
法。反對派議員以不同意人大決定為由而否決普
選方案，不尊重憲制，本身就違反法治原則。激
進派勢力肆無忌憚地用違法暴力破壞社會秩序，
香港崇尚法治的核心價值難免受到更大衝擊。

第五，損害香港與中央的互信。中央在香港普
選問題上一再表達誠意，但反對派卻毫不領情，
不理會國家安全，一意孤行否決政改方案，自然
會損害香港與中央之間的互信。

通過政改，香港民主成分大大提高，500萬合資
格選民擁有普選特首權，反對派的政治活動空間
也相應擴大，並無因此而有什麼損失，香港可以
進入收窄分歧、共謀發展的新境界。否決政改造
成的嚴重惡果，完全可以不出現，也不應該出
現。否決政改，全港人人皆輸。反對派要做香港
歷史罪人，還是做民主的推手，反對派的確要想
清想楚。

否決普選方案後果嚴重
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參謀長卡塔龐昨日登

上菲非法侵佔的中國南沙群島中業島，聲
稱該島是菲律賓領土，揚言要擴建機場跑
道和進行大規模開發。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嚴厲批評菲律賓是「真正規則破壞者和麻
煩製造者」，敦促停止一切侵犯中國主權
和權益、影響地區和平穩定的挑釁行動。
菲律賓經常製造事端，在南海侵犯中國領
土主權。中國在對菲律賓進行外交抗議和
譴責的同時，須還以顏色，以強硬的軍事
行動和經濟制裁予以反擊，令其知難而
退。

中業島自古以來就在中國版圖之內。
1946 年抗戰勝利後，當時的中國政府派軍
艦「中業號」接收該島並將其命名為「中
業島」，之後一直有來自台灣的軍隊駐
守，只是在1971年為躲避颱風，島上駐軍
才撤離。三個月後，菲律賓就乘虛而入，
偷偷竊據該島至今。菲律賓從上世紀七十
年代以來，還陸續非法侵佔了南沙群島的
馬歡島、費信島、南鑰島、北子島、西月
島、雙黃沙洲和司令礁等島礁，非法將部
分島礁宣布為所謂「卡拉延島群」。

中國對包括中業島在內的南沙群島擁有

無可爭辯的主權。根據確定菲律賓領土範
圍的一系列國際條約，菲律賓領土從不包
括中業島等南沙島礁。中方反對菲方武力
侵佔中國南沙群島部分島礁，並將堅定維
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但是，菲律
賓當局對中國的警告置若罔聞，每隔一段
時間，就會搞一些這樣或那樣的小動作，
企圖將竊據的領土「合法化」。昨天發生
的事件，就是菲律賓當局耍弄的一連串花
招之一。

菲律賓當局之所以膽敢以小欺大、以卵擊
石，就是甘心充當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馬前
卒，以為有美國撐腰，就可以在南海問題上
為所欲為。但是，中國完全有決心、有能力
維護自己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會懼怕任何
外力干預。對於菲律賓當局目前的行徑，中
國不僅要運用外交手段，宣示原則立場、揭
露其陰謀，更要採取實質性的反擊措施，包
括加強對南沙群島的巡航和實際控制，加快
對有關島嶼的開發建設等，並採取經濟和其
他方面的手段，阻止菲方侵犯中國主權和權
益的行動。這樣多管齊下，才能更有效地維
護中國在南沙群島的主權和權益。

（相關新聞刊A10版）

強硬反擊菲律賓挑釁

暗批李柱銘誤導公眾
反對派為阻撓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經常發

放錯誤的香港基本法相關訊息。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昨日批評，部分人當年身為香港基本法草委，
卻刻意搞錯事實，誤導公眾錯誤認識普選的法律基
礎，暗批原基本法草委、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她寄語港人要理性分析思考各種言論，免被別有用
心者欺騙。

范徐麗泰昨日在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的普選
講座中指出，一些人質疑中央推動香港落實普選的
誠意，然而，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提及普選，直至香
港基本法才明確提出來，當社會越來越多人以這個
事實說明中央的誠意時，一些人又繼續轉移視線。

不肯澄清甚至說錯更多
「有些人鍾意『搞錯』，唔係因為他不認識，他

對基本法的了解比我更多，因為有參與基本法起
草，經常指當年說過什麼話，幸而起草基本法還有
很多人，走出來澄清說沒有。」她續說：「有些人
說錯話，卻沒有被社會追究，甚至說出更多錯
話。」

不過，范徐麗泰對真理仍充滿自信，「大家心中
有一把秤，知道某人的話不能盡信，只要自己懂得
理性分析和思考，便不會被人欺騙。如果自己不懂
分辨，別人說什麼都完全相信，那就只會自誤。現
在不少年輕人對這些話真的百分百相
信，實在令人感到可惜，這是對他自
己不公平，令他錯過多讀幾本書的機
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立會外木屋裝發電機欲「長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批反對派中

人，過去數月在特區政府總部及立法會大樓對開的
行人路兩旁擺放帳篷，數目更不斷增加，有人甚至
在該處搭建木屋。據悉，該批示威者近日為木屋添
置了太陽能板和發電機，並連接電線，與一般家庭
設施無異，似欲作長期居住之用。有「留守者」更
利用鐵馬晾曬棉被，濫用公共設施。
自去年12月中「佔領」行動結束後，部分「留

守者」拒絕離開，並移至特區政府總部及立法會
對開一段添美道及夏懿道行人路兩旁繼續留守。
過去數個月來，反對派中人在該處擺放帳篷的數
目不斷增加，由最初只有60多個，激增至現時的
近200個，情況愈見誇張離譜。

越接近立法會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該批
「留守者」愈加「部署」。除大型帳篷外，反對
派中人更存放了大量的雜物和物資，例如煮食器
皿、食水機及棉被等，當中部分區域還被闢作圖
書館、休息區、自修室等。還有部分「留守者」
收集了大量木材用來製作桌椅。

存放大量物資圖變「木屋區」
「留守者」近日更開始搭建木屋，該木屋的面

積可放一張床，更有大型帳篷加建木閘，蓋上帆
布，猶如獨立屋般。木屋更添置了太陽能板和發
電機並連接電線，與一般家庭設施無異。
踏入5月，氣溫上升，加上近兩天曾下數場大
雨，「留守者」的物資被弄濕，昨日有「留守
者」就在立法會大樓外所放置的鐵碼上晾曬棉
被，公然佔用公共設施，試圖將添美道及夏懿道
變成「木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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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聲稱要綑綁否決特首普選方
案，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表
示，否決方案只會令香港未來10年繼
續陷入政治爭拗，拖慢發展，深圳、
上海這些內地大城市早晚會超越香
港，糾纏政爭的港人未來無可避免成
為「港燦」。她勉勵港人如今要抖擻
精神，用好中央的挺港措施和香港優
勢，深思通過方案對香港發展的重要
性，支持如期落實普選。

范徐麗泰昨日在香港資深傳媒人員
聯誼會的普選講座中指出，特首普選
方案一旦否決，很可能要再等10年才
會重新啟動「五步曲」。這10年香港
仍會受制於政治爭拗，屆時便不只新
加坡，連深圳、上海以致周邊多個城
市發展都快過香港。

難保港人變真「港燦」
她相信，中央仍會繼續挺港，香港

自身「老本」亦厚，只要現在抖擻精
神，香港仍能健康發展，否則未來10
年實在令人擔憂，「當內地發展超越
香港時，難保港人將來到內地，可能
成為真正『港燦』。」

反對派聲稱目前的特首普選方案限
制太多，難以支持，范太強調，中央
強調特首普選不能大開中門，一步登
天，因為普選特首已是香港民主發展
很大進步，若轉變過大，可能令普選
做得不好。故此，中央有關政改的原
則，只是謹慎、「穩陣」，絕非想以
此一些方法來限制一些人在普選中參
選特首。

她讚揚特區政府今次提出的方案，
既能確保特首競爭性，又能按照框架
調和反對派有關「出閘」限制的關
注。她解釋，如果提委會只能投一
票，便難以有參選人可過半數「出

閘」，即使可投兩票，結果一般都是只有1人「出
閘」，很難有兩人。最終，方案容許提委最少可投
2票，最多可投「N」票，換言之，必然會有2人
「出閘」，甚至是4人至5人。

提委可提名不同背景者
同時，由於提委可投「N」票，提委亦可投票予

更多不同背景者，包括反對派參選
人，這種投票制度，亦對反對派有
利，「這種能顧及各種情況的設想十
分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美議員不明反對派為何「企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在即，多
名立法會議員早前與4名訪港的美國
眾議院議員會面，其中率團的美眾
議員邵建隆（Matt Salmon）聲言
「支持香港政制向前走一步」。當
日有份參與會面的民主黨主席劉慧
卿昨日稱，對方並無游說及鼓勵議
員接受特首普選方案，只是了解反
對派堅持反對的原因。
香港一批反對派中人早前公然出席

美國國會的聽證會，就香港普選特首
問題「高談闊論」。學聯前任秘書長
周永康及現任秘書長羅冠聰，早前更

主動邀請4名美國眾議員來港。
劉慧卿昨日在網台節目中聲稱，

在與該4名美國眾議員會面期間，對
方並無游說或鼓勵反對派議員須接
受特首普選方案。自己向對方說，
民主黨明白方案須符合香港基本
法，但也應該擴大提委會基礎及提
名門檻，在香港基本法下實現「沒
有不合理限制」的普選。
另外，3間大學的聯合民調稱，支

持普選特首方案的比率下跌，劉慧卿
聲言，調查結果顯示特區政府高官落
區宣傳是「浪費資源」，而是應該到
北京向中央反映香港市民的意見。

范徐麗泰昨日出席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講座，
並以《香港普選之路》為題發表演說。她指出，

中央已說明，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不可以和中央對抗。
世界各地都不會有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會同意地方政府
與自己「打對台」，惟一一個可能是有人想搞獨立，這
便必然要和中央對抗。
她分析，「港獨」和普選明顯有關，否則「港獨」分
子不會在香港政制發展關鍵時刻冒出來。香港經過幾代
人努力，建立和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理性、好客、
平和、包容形象，以法治文明自居，但少數人「幾下手
勢就全部破壞」。
范太透露，她近期不時到內地開會，一些內地人表示
暫時不敢去香港，寧願到韓國、日本旅遊，他們甚至會
問香港人何以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說明「港獨」分子
行徑令大部分港人蒙上不愛國的負面形象。

「本土主義」趕客誰受損？
她批評，「港獨」分子惟恐香港不夠亂，還要為港人
添煩添亂，誤導一些年輕人跟他們走，進而影響香港發
展，「沒有事情比這種情況更可悲。」雖然發動「港
獨」的人只佔極少數，但「港獨」分子指罵內地來港旅
客，令內地旅客越來越少是難以避免。「全世界都在學
中文，『本土主義』就要趕客，邊個傷，邊個受損？」
她舉例指，年輕人參與「佔領」行動，動搖香港核心
價值，再過20年，香港就是他們的，他們將直接面對
優勢流失的惡果，包括失業和發展滯後等。特別在如今
的普選關鍵時刻，「港獨」帶來的惡果同樣值得港人警
惕。
面對目前香港的政改僵局，范徐麗泰認為，政改現在
所走的這一步十分穩當，港人當務之急是團結一致，不
要自亂陣腳，以免被「港獨」分子和政改爭拗擾亂原有

優勢。「不論在什麼環境下都要保持理性，行動情緒化
是不可能做到建設性的事情的。」

港人須與中央建互信
就包括一些「港獨」分子等經常懷疑中央對港的支

持，范徐麗泰直言這種心態是「香港病了」，要如何
醫，大家都要想方法。她說，港人必須與中央建立互
信，有互信才能有信任，「現在中央無論說什麼，都被
說成好像要害香港人，但根本不是這樣，中央要管的事
情非常多，不可能要想到這種事。」她期望港人爭取普
選之餘，也要多了解國家發展，更要了解中央政府所面
對的挑戰、困難和願景。
范徐麗泰認為，長遠而言，香港的教育應進一步讓學
生知道國家是怎樣的一個國家，讓學生明白弱國無外交
的道理，進而理解自己要自強不息，否則「讀書就是讀
書，心裡卻沒有這分感受，便明顯出了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候選人須愛國愛港，本無可爭議

之 處 ， 但 反 對 派 卻 指 稱 這 是

「篩選」。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

昨日指出，只有意圖搞「港獨」的

人，才要與中央對抗。香港政改進

入關鍵時刻，「港獨」分子近期冒

起反政改，無非是試圖乘虛而入，

欲令港人自亂陣腳。香港可能面對

的內憂外患，值得港人警惕。她呼

籲港人團結一致，在立法會表決前

的一段時間，了解特首須愛國愛港

的深層意義，確保普選產生的特首

候選人有利香港繁榮穩定。 ■范徐麗泰昨出席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講座，並以《香港普選之路》為題發表演說。 曾慶威 攝

■范徐麗泰與聯誼會創會會長張雲楓、理事長楊祖坤合
照。 曾慶威 攝

■有「留守者」利用立法會外的鐵馬晾曬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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