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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政府有意安排全體議員晤京官
張榮順下周赴深與港各界座談 反對派未獲邀已先「落閘」

挺方案市民增 學者料將過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大學昨日

又公布新一輪滾動民意調查結果，指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受訪者
有44%，較前一日的調查結果回升兩個百分點，反對者則跌1.5個百分
點至38%。有份負責調查的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相
信，在立法會表決方案前，部分目前無意見的市民會選擇支持方案，支
持率有機會上升至超過五成。
3間大學昨日公布最新滾動民調結果。調查於5月6日至5月10日進

行，共訪問1,122人，發現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者回升，反對者則
下跌，兩者差距再次拉開。

未表態者料表決時支持通過
鍾劍華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稱，反對政改的比率難高於支持政改的

比率，即反對政改者超過支持政改者的可能性不大。他相信，臨近立法
會表決時，部分目前無意見的市民會選擇接受特區政府的方案，又相信
支持方案的人會增加，因為市民會覺得一旦否決方案，則「什麼都沒
有」，估計方案支持度有機會上升至超過五成。
被問及官員近日落區宣傳的表現，鍾劍華認為他們的表現「相對中

性」，與近日方案支持度下跌並無大關係，反而認為官員落區有機會爭
取到一成至兩成游離市民支持，因他們可能會先接受方案。但他稱，特
區政府的策略不應讓游離市民的希望幻滅，同時不應讓他們覺得方案無
優化的機會，不然就會失去游離市民的支持。

范太寄望政府盡力做好宣傳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被問及3間大學近日發

表的滾動民調結果顯示，2017政改方案支持度曾經下跌。范太在回應時
坦言，民調結果令她「始料不及」，「因為我朋友圈中，個個都係支持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她坦言，反對派已多次聲言不會理會民意投票，即使有六成民意支持
政改方案，也不足以令他們改變立場，除非他們「口是心非」、「講一
套做一套」，又認為特區政府目前只能盡力做好相關的宣傳工作。
就自由黨立法會議員田北俊早前稱，若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不獲立法
會通過，特首梁振英「應考慮不連任」，范徐麗泰表示「不敢認同」有
關說法，又認為大家應想清楚為何會有這種意見提出，究竟有關言論的
目的，是要令政改成事，還是「搞亂件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南區區議會昨日討論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區議員朱立威在會上提出支持方案的動
議。民主黨區議員雖大玩拉布，圖阻礙議員討論及表決，
但在擾攘約45分鐘後，會議最終以14票支持、2票反對，
通過動議。

陳富明籲反對派順民意支持
提出原動議的南區區議會副主席陳富明昨日在會議上指

出，香港政改已到了關鍵時刻，但社會上的爭論愈演愈
烈，倘爭論持續不休，香港的社會民生、經濟發展等都會
受影響。所有熱愛香港的市民，都不願意看到香港在政治
爭拗中不斷沉淪，故呼籲反對派以市民的福祉為依歸，尊
重市民意願，支持通過方案。
他並強調，特區政府公布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香
港有史以來最民主的政改方案，「行政長官參選人以低門
檻『入閘』，提委又以暗票的方式提名候選人，而最重要
是全港 500多萬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候選
人），這是香港民主的一個大飛躍。」
民主黨區議員徐遠華聲稱，南區區議會早前已通過類似

的動議，根據議事規則，相似的動議不應在半年內重提。
南區區議會主席朱慶虹解釋，兩次的動議內容不同，加上
政制發展是重大議題，故應提供一個平台表達意見。
不過，徐遠華及其黨友柴文瀚、區諾軒就「死纏爛打」
，要求收回動議，待兩個月後的區議會全體會議時再提
出。不過，在過半數議員支持下，會議決定繼續討論有關
動議。柴文瀚及區諾軒即提出修訂，要求加入「要求『真
普選』」等字眼，試圖扭曲原動議的意思。

朱立威阻白鴿玩「文字遊戲」
朱立威「看不過眼」，遂提出修訂，還原動議的真面

目，內容為：「南區區議會支持特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所提出的《行政長官普

選辦法公眾諮詢報告及方案》，實現於2017年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
可『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

林啟輝：不應任性否決普選
區議員林啟輝表示，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長，60多年來看着香港社會

發展。在港英年代，香港根本沒有民主可言，直至香港回歸後才逐步
實現民主。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區，不是政治實體，更非獨立國家，在
落實民主時，也應按照社會的實際情況，循序漸進。大家必須珍惜眼
前的一切，不應任性否決特首普選方案。

朱慶虹：邁步勝過原地踏步
朱慶虹則指，目前支持和反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意見「非常接
近」，倘特首候選人由全港500萬選民投票選出，候選人的政綱定會更
加貼近民意，而政制發展向前踏出一步，一定較原地踏步為佳。
會議最終以14票支持、2票反對，通過朱立威的修訂動議。

■南區區議會昨以大比數通過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鄭治祖 攝

「愛港聲」促立會政總外「清場」防「再佔」

羅致光批「袋一世」無客觀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

昨晚舉行座談會，討論特首普選一事。
會前，支持先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的民主黨成員羅致光發表「家書」，質
疑「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說法沒有客
觀基礎。不過，民主黨以沒有時間為
由，沒有討論有關的「家書」。黨主席
劉慧卿會後形容，支持先通過方案者只
佔該黨「極少部分」，大部分黨員均認
為要否決方案。
羅致光近日發表「家書」稱，他認同

「『真普選』特首」認受性高過「『假
普選』特首」，但「『假普選』特首」
認受性總高過「『小圈子』特首」，又
批評「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說法沒有
客觀基礎，稱特首普選方案即使獲得通
過，該黨仍能繼續爭取，「為何相信香
港人會被蒙騙？」
他形容，民主黨支持方案會「即死」，

否決就會「慢死」，故他不會要求民主黨
支持方案。但該黨還有一條出路，就是提
出修訂，如要求將提委會公司票轉個人票

等，又要求該黨召開會員大會討論。
劉慧卿昨日在回應羅致光「家書」時

稱，「我哋個個人有朝一日都會死，但如
果個黨係好有活力、好有原則，為香港市
民做事，又點會死呢？如果摒棄香港人核
心價值，唔為佢爭取，咁係應該死嘞！」

黃成智倡放下成見「重新傾」
民主黨晚上舉行政改座談會，約60名
黨員出席，包括支持先通過方案的黃成
智及狄志遠。黃成智在會上提出，該黨
應放下成見，向中央表達「重新談判」
的意向，希望政制可以向前邁進。該黨
中委徐漢光則計劃發動聯署，要求召開
特別黨大會，爭取該黨以「香港2020」
提出的「十分一出閘」方案為藍本提出
修訂。
劉慧卿會後聲稱，大部分出席座談的

黨員均認為在人大「8．31」決定框架下
的方案並非「真普選」，必定要否決，
又稱「溫和派」的論述只是「極少數」
的意見。

何俊仁「辭職公投」遭「雪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稱

要通過辭職來發動「變相公投」，香港社會普遍反應負面，
令學聯及「學民思潮」早前打退堂鼓。由各反對派政黨、學
界及民間團體組成的「五方平台」在昨日舉行會議後，決定
在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後再討論有關計劃，所謂
「公投」計劃變相已「胎死腹中」。

死撐9月辭職仍有時間「補選」
何俊仁提出所謂「辭職公投」，因社會反應不佳而屢傳
「難產」。「五方平台」昨日在「雙學」退出後聚頭討論未
來的策略，何俊仁在會後聲稱，各方同意目前應先聚焦反對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故決定在7月1日再舉行會議，研究當
前的形勢、社會氣氛等，再由民主黨會員大會表決是否仍有
需要啟動「辭職公投」，更「死雞撐飯蓋」稱，即使他到9
月才辭職，仍有足夠時間「補選」云。
有民主黨中人踢爆，由於社會反應冷淡，反對派各黨派對
「辭職公投」根本提不起興趣，只關心陣營內是否有人在方
案表決時「轉軚」，和方案一旦被否決或通過後的政治形
勢。不過，「五方平台」並無「一棍打死」有關的「辭職公
投」，是因為他們無法預計方案表決後香港社會將有什麼反
應，一旦「群情激憤」，他們不排除會將計劃「復活」，為
民主黨挽回政治本錢。

本報日前率先引述消息指，張榮順副主任有
機會南下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討論香港

政改問題，倘反應理想，當局會考慮安排立法會
議員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會面。
有傳媒昨日報道，張榮順副主任將於下周南下

深圳，下周二（19日）出席在深圳紫荊山莊舉
行討論香港政改問題的座談會，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葉國謙及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等均收到邀請。
消息指，張榮順副主任在翌日（20日）會應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邀請，到五洲賓館主講題
為《為甚麼政改一定要得》的研討會，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會同場，屆時香港地區及商
界等約100人將出席，但不包括香港立法會議
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接受傳媒
查詢時指，因立法會議員在周三要開會，故未有

邀請他們參與，又強調活動無任何政治目的。

會面前莫再擺姿態做騷
坊間流傳特區政府希望把握是次機會，安排全

體立法會議員，包括反對派議員到深圳參與會
面。有傳媒引述消息指，相關會面的地點與時間
仍未確定，而會面能否成事仍有兩個變數，包括
希望反對派在未成事前，不要再作類似上次聯署
的綑綁式表態，以免影響安排，而倘安排落實，
也希望反對派在入境的時候，不要做「政治騷」
或抗議行動。

黃國健：傾總好過唔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則指，有特區政府官

員曾向他透露，考慮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回內地
與中央負責政改的官員會面，並開出條件向反對
派議員「摸底」。他不知道安排進展，但希望可

以成行，因為「傾總好過唔傾」。
不過，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昨日

稱，他沒有收到邀請，又聲言倘中央官員只是
想「教訓」反對派，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不可撼動，會面就沒有意義，但如果
中央官員願意「聆聽香港民意」，他則願意會
面。
民協議員馮檢基則稱，目前距離表決時間太

短，應先解決中央及反對派的互信問題，將政改
「凍結」，不要勉強通過或否決。

湯家驊：政府有努力做事
公民黨議員湯家驊稱，感覺到特區政府有努力

做事，他期望公民黨或民主黨等反對派領導層有
機會與中央官員會面，但相信反對派下周可與中
央官員會面的機會不是太高。
范徐麗泰昨日出席一活動後表示，她沒有收到

中央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面的消息，「見好過唔
見。」但她強調，倘反對派在會面預備道具、標
語等「做騷」，對討論政改毫無幫助，故自己對
會面不抱太大希望。

范太籲反對派調整立場
被問及她會否擔任「中間人」促成會面，范徐

麗泰指自己「無資格」，也無人叫她這樣做，又
強調自己與中央立場一致，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絕對不會撤回。她希望反對派考
慮稍為調整立場，接納「8．31」框架內的方
案。
被問到會否說服反對派支持政改，她重申自己

「無能力」，現階段不如「少講句」，讓反對派
有空間思考，「不要步步進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7年香港特首普選方

案最快下月中在立法會表決。有消息指，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將於下

周南下深圳出席政改座談會，特區政府更有可能安排香港

反對派議員與中央官員會面。不過，各反對派議員未收邀

請已先「落閘」，稱倘中央堅持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不可撼動，「會面沒意思。」全國人大常委范徐

麗泰昨日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絕對不

會撤回，並質疑反對派倘準備「企硬」、「做騷」，無助

於香港政制向前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及特區政
府總部門外添美道的帳篷及障礙物愈堆愈多，被
質疑是反對派為在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時「再佔」作準備。「愛港之聲」昨日聯同多
個團體約50人抗議，不滿多個特區政府部門推卸
責任，沒有及時清除立法會外的障礙物，並要求
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率領跨部門盡快處理。警
方發言人回應指，當局會嚴肅跟進。

夥「珍惜組」「忠義團」請願
「佔領」行動已完結逾5個月，但立法會及政
府總部門外添美道仍放滿帳篷，長期有示威者
「居住」，近月更增設多張木枱及坐椅，聲稱為
「自修室」，被批評是為「再佔」作準備。「愛
港之聲」昨日聯同「珍惜群組」、「忠義民團」
等團體約50人，舉起「替天行道 不要霸路」的
橫額，先後到特區政府總部及灣仔警察總部抗
議，及向行政署及警方代表遞交抗議信，要求警

方在未來一星期內處理障礙物。
在「愛港之聲」等請願人士遊行途徑立法會及

特區政府總部門外放滿帳篷的路段時，有「佔
領」示威者挑釁請願人士，雙方發生輕微口角，
警員立即調停，並築起人鏈分隔雙方。
「愛港之聲」原本計劃若帳篷內無人，會
「自行執法」，主動拆去帳篷，惟遭警方勸
止，有警員用「大聲公」廣播提醒，一旦發生
牽涉法律的暴力行為，警方有需要執法，「如
果有人投訴帳篷無人處理，警方會轉介有關部
門處理，但如果拿走不可行。試想街上有很多
單車，未必一時找到物主，你也不可自行清
理。」「愛港之聲」終未有主動拆帳篷，但希
望警方會認真處理投訴。

高達斌冀跨部門處理
「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表示，有市民曾致電

特區政府多個部門投訴，要求處理這些阻路的障

礙物，惟對方諸多推搪，未有正視問題。他質疑
特區政府「欺善怕惡」，已引起公憤，希望由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率領有關政府部門，包括行政
署、路政署、地政署、食衛署等，聯同警方盡快
處理事件。
他強調，「路霸」行為妨礙市民使用道路的權

利，市民已忍無可忍，更有可能引起其他人等有
樣學樣，特區政府倘仍不採取行動，「愛港之
聲」等不排除發動下一輪抗議，包括在香港繁忙
路段設置帳篷來「刺激」警方執法。

警方：嚴肅跟進違法
行政署昨日回應指，「佔領」者擺放帳篷和木

屋的主要範圍，並不屬於特區政府總部，但行政
署管理的夏慤道沿政府總部外牆路段，就有小量
帳篷，各部門會繼續留意情況。警方發言人則表
示，警方會繼續留意有關情況。如有違法行為需
警方處理，警方會嚴肅跟進。

■張榮順副主任將於下周
南下深圳，出席政改座談
會。 資料圖片

■「愛港之聲」等團體昨向有關方面遞交請願信。 梁祖彝 攝 ■「愛港之聲」等遊行途徑放滿帳篷的路段時，「佔領」者上前挑釁。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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