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4��0�

��&���
	56 ��
���# <
�6��R

�� <�6
��"���-	
6�����
%��6R�
6��5�6
�����R

������
&�((	�
 <�6��
R����	
3�R

���	���
��3	+ �
���	� <
�6��7
�
2R

��,���
3		��6
��R���
��:��=
�3�3�
3�6���
�3R

���2���
��#��	�
;1�	�5�
60R

����	�
����3	
+���	�
 <�6��
7
�2R

�������
��6���
 56R�;
11�&��
��	�6 
<R

��� <
�6��� 
56R�2�
�%��	5
��;R

��&��3
	0����
���4��
���R6�
��&�R

�2
�����

��2
�����

�:2���2
����

6�
������

5�
�����

����
�����

����
�����

��&�
�����

3�
������

��
���

���:�;�
�����

��3:�;�
�����

���;��
�����

��
�����

���
�����

��
�����

���
�����

���
�����

����
�����

������
�����

�:2�
�����

3
�����

3�
�����

���3
�����

�
�����

��
�����

3���R<�:*
�!R<����1*��+�

��
����

��
���

��
���

��
���

��
��� ��

����

��
����

A5 ■責任編輯：汪 洋 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

八成港青促議員依主流民意表決
青聯指逾六成認同方案進步 盼反對派「開門」重啟對話

《人民日報》海外版籲中產「上位」挺依法普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主流

民意支持如期落實特首普選，《人民日報》
海外版昨日發表評論文章，指中產人士是香
港500萬選民中的最大族群，通過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攸關中產利益，特別是中產明理
務實，認同法治核心價值，面對反對派對香
港發展的掣肘，香港中產更需「上位」，透
過強大的中產力量支持依法落實普選，選出
深厚民意授權的特首撥亂反正，以改變香港
落後周邊城市的形勢。
該篇題為《香港政改 中產階層應發揮理
性之光》的文章指出，香港能否在2017年

實現特首普選，關係到全香港每一個人，尤
其是中產階層利益。因為倘若普選實現，佔
人口50%以上的中產階層就成了500萬選民
中的最大族群。然而，香港中產人數雖多，
但向來在政治上相對沉默。為香港、為自
己，中產階層的意志都應更多地參與到社會
決策中。

中產「智者明勢」應護法治基石
文章指，香港中產階層聰明努力，大多很

務實，政治上少有情緒化的表達，是社會的
主體和中堅力量。在香港的政制發展上，中

產希望未來之路清晰可預見，理性、平和、
專業，不容易被街頭運動所煽動，表明中產
能夠建設性地看待事件、分析形勢，堅持自
己的獨立主張。
文章以去年的「佔領」行動為例，指香港

廣大市民特別是中產階層形容為「天怒人
怨」，印證務實理性的香港民眾懂得法治和
秩序的價值絕不可破壞，不能為感性和衝動
的理由去做傻事。
文章認為，中產比較認同的法則是法治，

而法治是香港社會的基石，政制發展必須依
法辦事不存爭議。而普選方案合憲合法、合

情合理，符合中產尊崇的民主原則，通過以
後，對香港未來發展有很大好處；如果不通
過，對香港是大損失。文章強調，普選是大
勢所趨，智者明勢。
文章指，中產人士應清晰看到中央作出決

定的正當性，是在依據法律行事，這符合當
前全國大力推動依法治國的大勢。想要撇開
香港基本法，推倒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是不可能的。

任反對派亂港 中產必首當其衝
文章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中央當然

希望香港能夠繁榮穩定。香港中產的最大意
願是安居樂業，同時也非常在意長遠發展。
過去，中產在香港經濟發展中得益較大，也
支持簽署CEPA等舉措，但香港現況並非十
全十美，如果任由一些政治勢力把香港搞
亂，恐怕中產會首當其衝。
文章指出，香港的經濟和政治，近年受到

反對派極大掣肘，重大政策舉步艱難，雖坐
擁背靠祖國的優勢，發展卻不如「強政府」
的新加坡。要改變這一狀況，有待中產「上
位」，充分發揮理性，讓香港特首獲得更深
厚的民意授權。
文章表示，香港中產階層素以務實、理

性、辛勤打拚的精神聞名，香港需要這樣的精
神回歸，來結束喧囂已久的爭拗內耗，集中精
力進一步改善經濟。這次政改對香港和香港中
產階層而言，都是不可錯失的好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香港大學民意
研究計劃日前公布的民意調查指，早前落區宣傳
政改時與市民激辯，並以一句「講完」後即轉身
離去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支持度下跌了
9個百分點。高永文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
會否對此感後悔時直言「無後悔」，但他願意接
受不同人對他落區表現的評價或批評。
高永文昨日指出，落區宣傳的安排由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負責。他身為問責團隊的一員，會繼續
參與宣傳，及會在有需要時再落區，爭取與市民
對話。他表示，不評論上次「激辯」是否對市民
支持通過政改有影響。

霍啟剛：「圍立會」非多數青年意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

明）香港反對派執意綑綁否決特
首普選方案，有激進反對派組織
更鼓吹「萬人圍堵立法會」。香
港青聯主席霍啟剛昨日指出，反
對派策動的非法「佔領」、「不
合作運動」等已損害了香港的國
際形象，倘非法「佔中」再次發
生，肯定會影響香港社會發展。
他強調，所謂「圍堵立法會」只
代表一小撮人的聲音，絕對不是
大部分青年的意願。
霍啟剛昨日在公布香港青聯最
新政改民調時指出，香港回歸後
討論政改多時，但今日的政改爭
議卻令社會不斷分化，包括發生
去年的非法「佔領」、和現在的
「不合作運動」等，導致香港國

際形象受損。
有激進反對派組織計劃發起

「圍堵立法會」。霍啟剛批評，
所謂「圍堵立法會」只代表一小
撮市民的聲音，絕對不是大部分
青年的意願，他不希望非法「佔
領」再次發生，「法治精神是香
港的核心價值，大部分市民支持
以合法途徑爭取普選。縱使大家
有不同政見、不同聲音，也不能
採取非法行動。若非法『佔中』
再次發生，肯定影響香港社會發
展。」
香港青聯常務副主席范駿華則

指，聯會鼓勵反對派在不附帶任
何條件下，與中央及特區政府溝
通，「民主的理念正是少數服從
多數。我明白『泛民』要考慮票

倉，但更重要是，對香港社會負
責。若大多數市民支持通過政
改，『泛民』是否應該考慮支
持？若他們仍然不願意放低成
見，不願意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進
行溝通，又何來討論優化的基
礎？」
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彭芷君強

調，政治最重要是懂得妥協。她
以其運動員生涯為例，強調最重
要是透過能力比鬥決定勝負，
「任何的賽事都有規則。我身為
運動員是無權選擇規則，只能透
過角力比賽決定勝負。若未入場
就要求改球例，這是沒有意思
的。我等待『一人一票』普選行
政長官已經十幾年，我很希望
2017年有機會選特首。」

香港青年聯會委託獨立的非牟利學術機構，在上月
28日至本月4日進行第二次民意調查，成功訪問了

1,075名18歲至45歲香港青年，了解香港青年對行政長
官普選方案的意見。

認同方案較上次調查升9.7點
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有54.8%受訪青年認同立

法會應該通過特區政府提交的特首普選方案，較上次同
類型調查上升9.7個百分點，稱不應該的下跌7.7個百分
點至31.9%，表示很難說或無所謂的有9.5%。
同時，62.9%受訪青年認為由500萬名選民「一人一

票」普選特首，比現行選舉辦法進步，較上次調查上升
11.9 個百分點，聲稱是退步的下跌 3.9 個百分點至
11.8%，表示沒有分別的有19.5%。
調查並發現，78.8%受訪青年認為，立法會議員應跟

從多數民意表決政改方案，表示跟從個人立場的有
12.8%；46%對反對派宣稱將綑綁否決特首普選方案表
示反對，較上次調查上升3個百分點，表示贊成的下降
1.2個百分點至36.9%；有48.4%認為假如特首普選方案
不獲通過將對社會有負面影響，表示有正面影響的有
22.9%，稱沒有影響的有17.3%。
針對反對派堅持「無商無量」否決方案，調查發現，
有70.5%支持反對派議員與特區政府官員就特首普選方
案重啟對話，不支持的有19.8%；71.7%支持反對派與中
央官員重啟對話，不支持的有17.5%。倘反對派議員否
決特首普選方案，有43.5%表明會對反對派陣營整體印
象變差，稱變好的有 23.5%，表示沒有改變的有
26.2%。
立法會最快下月表決特首普選方案，有58.6%表示沒

有信心能夠通過，較上次調查上升9.4個百分點，表示有
信心的上升1.3個百分點至20.1%。假如2017年普選方

案不獲通過，有27.7%預計要「等15年或以上」才可普
選特首，表示要「等10年」的有19.1%，表示要「等5
年」的有10.8%，至於表示「很難說」的則有36.2%。
對於反對派不斷以所謂「公民抗命」爭取「真普

選」，調查發現，有62.8%受訪青年認為必須以合法途
徑爭取政制發展，較上次調查上升5個百分點，表示無
須以合法途徑的下跌2.9個百分點至15.8%。

憂否決後 陷長期爭拗及內耗
香港青年聯會強調，大多數香港青年認同特首普選方

案，較現行的特首選舉辦法有進步，並對普選方案順利
通過感到悲觀。聯會促請立法會議員慎重考慮民意，投
票支持政改方案，「近日政改發展並無突破點，似乎無
咩『好橋』再游說反對派轉軚，因此，大多數青年對香
港政制發展感到悲觀，擔心否決政改方案後，香港社會
會長期持續爭拗及內耗。」

霍啟剛籲反對派慎重考慮民意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霍啟剛強調，香港社會不應再花時
間討論所謂的「優化條件」，而是應該聚焦討論政府提
交的特首普選方案，全力推銷方案的理念及原意，這樣
對香港發展更為有利，「再討論甚麼優化條件，亦無助
政改通過。政府提交的普選方案，已是依據人大『8．
31』框架注入最大民主空間。」
他強調，香港回歸後，社會花了很多資源及時間討論

政制發展。他期望反對派議員打開「溝通大門」，與中
央及特區政府進行深層次對話，衝破目前的政改僵局，
「現在距離立法會表決時日無多，希望早前『咬定』要
綑綁否決的反對派，慎重考慮主流民意，投票支持政改
方案。若香港否決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將遙遙無
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主流民意支持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但近日「鍾氏

民調」試圖混淆視聽，稱支持方案者正「逐漸減少」。香港青年聯會昨日公布的最新民意調查

發現，62.9%受訪青年認為方案較現行選舉辦法進步，54.8%受訪青年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特

首普選方案，78.8%更促請立法會議員在表決時要跟從多數民意。該會強調，目前距離政改表

決時日無多，期盼反對派議員打開「溝通大門」，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重啟對話，並依據民意投

票支持特首普選方案。

■香港青年聯會強調，大多數香港青年認同特首普選方案，較現行的特首選舉辦法有進步，並對普選方案順利通過
感到悲觀。

民望「講完」即跌 高永文無悔
■■早前高永文落區宣傳早前高永文落區宣傳
政改方案政改方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