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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盼政改「柳暗花明又一村」
指反對派要求須實在 各方務實討論勿務虛

工聯會批否決方案不尊重民意

林鄭籲各界發聲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特區政改進入關鍵時刻，惟
反對派仍強硬堅稱要否決特首普
選方案。署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依法如期落實「一人
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候選人，是
中央、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共
同願望，她呼籲社會各界向他們
的民意代表踴躍表達支持立法會
通過普選方案的訴求，共同推進
香港的民主發展。
林鄭月娥昨日在江蘇社團總會

成立典禮上致辭時表示，市民的
福祉繫於社會的穩步發展，政制

發展是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她
指出，特區政府在上月發表了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報
告及方案》，政改工作已經進入
非常關鍵時刻。
她強調，依法如期落實「一人
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候選人，是
中央、特區政府和廣大市民的共
同願望，距離這個目標只有一步
之遙。她呼籲社會各界和市民大
眾，包括鄉僑社團，向他們的民
意代表踴躍表達支持立法會通過
普選方案的訴求，共同推進香港
的民主發展。

林武促反對派勿「絆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中聯辦副主任林武昨日指
出，「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
早前共收集到121萬個市民簽
名，反映香港人支持合法的普
選方案。他呼籲反對派議員應
跟隨法律和順應主流民意，
「做民主的推動者，而不是絆
腳石。」
林武昨日在江蘇社團總會成立

典禮上致辭時表示，香港民主發
展到了關鍵時刻，早前「保普
選 反暴力」大聯盟發起支持政
改的簽名行動，收集到約121萬
個市民簽名，既彰顯「政改三人
組」的工作深入民心，又反映香
港人支持合法的普選方案。他呼
籲反對派議員應跟隨法律和順應
主流民意，「做民主的推動者，
而不是絆腳石。」

唐英年在會見傳媒時表示，政改工作處於關鍵
的時刻，並重申香港的政制發展應按照香港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及按照
香港實際情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一步一腳印
地進行。他希望香港社會大眾能清楚認識到，政
改對香港民主發展非常重要，並能全力支持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從而再部署2020年的立法
會普選。
他又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不會
修改，但在現有框架下仍有很多討論空間，社會
應該在這個框架下的空間聚焦討論，包括提名委
員會選民基礎是否可以擴大等。他希望各方都可
抓緊時間透徹、充分及全面討論政改。

倘能讓反對派回頭願爭取

就反對派仍聲稱要否決特首普選方案，他指反
對派「仍是立法會一部分，香港社會的一部
分」，故強調溝通仍是必須的。他認為反對派此
時提出的要求必須實在，現時多方面應「埋
枱」，不要再務虛，並指倘有建議能夠令部分反
對派改變主意，一定會盡力爭取。
唐英年對特首普選方案能獲通過仍抱樂觀態

度，希望今次最終「柳暗花明又一村」，成功落
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候選人。他又笑指不會
參選下屆特首︰「我自己都想在2017年在投票箱
投一票，投我心儀的候選人。首先說明，我不會
是一個候選人，我不會投票予自己。」

他又表示，江蘇社團總會將秉持愛國、愛港、
愛鄉的宗旨，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致力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他
期望將來在江蘇社團總會中可發掘到政治人才，
並笑指：「誰人有政治前途，我覺得我看人的眼
光都不錯。」

認同梁振英施政 讚做得好
被問到是否支持特首梁振英連任，唐英年表示，

梁振英上任後遇到一定挫折，某些立場受到嚴厲攻
擊，但他檢視過梁振英的政策後，認為對方做得很
好，又說如果是他，也會做同樣的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江蘇

社團總會昨日舉行成立典禮，擔任首屆

常務理事會會長的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

在典禮前主動談到香港特首普選問題。

他強調，香港政改處於關鍵時刻，並認

為政改問題是一場艱巨的討論，當中有

高潮低潮，希望今次可以「柳暗花明又

一村」。他又認為反對派此時提出的要

求必須實在，各方面應「埋枱」，不要

再務虛，最終達至成功落實「一人一

票」普選特首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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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1003人被拘 160人遭檢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對派在去年9月至12月策動違
法「佔領」行動，嚴重破壞社會秩序。根據保安局及警務處提交
立法會的資料顯示，香港警方至今共拘捕1,003名涉案者，截至上
月底有160人被檢控，當局會繼續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
特區政府在書面回覆立法會時表示，截至去年12月15日，即違
法「佔領」行動完結當日，共有955人因涉嫌干犯各種罪行而被
警方拘捕，另有48人在「佔領」後被捕。
截至上月30日，被捕者中共有160人被檢控，部分人已被法庭
裁定非禮、普通襲擊、藏有攻擊性武器、盜竊、刑事毀壞、刑事
恐嚇、管有第I部毒藥或不小心駕駛等刑事罪行，且罪名成立。
當局指，由於違法「佔領」行動結束至今不足半年，有相當數

量的案件仍處於司法程序，正等候法律意見或需根據法律意見作
進一步調查，特區政府會繼續跟進，追究在「佔領」行動期間違
法者的法律責任。

黃成智批范國威踩鴿黨抬身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明）民主黨創黨成員黃
成智發起聯署，要求反對派在「有條件」下接受特
首普選方案，惹來黨員動議凍結其黨籍，並引發反
對派再爆發內訌。當年不滿民主黨通過政改而退黨
的「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日聲稱，黃
成智是「賣黨求榮」，質疑民主黨計劃「華麗轉身」
支持特首普選方案。黃成智則狠批范國威一直借民主
黨「膊頭」上位，借猜測民主黨立場抬高自己身價，
「亂講廿四」，認為范是對民主黨「含恨在心」。
黃成智及范國威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討論聯署事
件。范國威聲稱，是次聯署並非黃成智的個人問
題，並質疑民主黨部分成員的行動是針對整個反對
派，想令人解讀民主黨計劃「華麗轉身」支持特首
普選方案，「黃成智以個人身份發起聯署，但又不

斷強調民主黨。加上民主黨指摘他與『保普選 反
暴力』大聯盟發言人周融行動沒有分別，暗示及明
示他賣黨求榮。」
黃成智隨即反駁指，范國威一直借民主黨「膊

頭」上位，藉猜測民主黨立場抬高自己身價，「亂
講廿四」，「唔係民主黨通過政改方案，令新界東
獲得9席，你邊可以做到立法會議員啊？跟住就鬧民
主黨點解通過方案，你自己得益就唔記得咗，（將責
任）推落民主黨身上，你有冇搞錯？呢啲咁嘅背信棄
義嘅人，做立法會議員真係令到香港人蒙羞！」

否認民主黨想「華麗轉身」
黃成智並否認民主黨想「華麗轉身」，「范國威
想華麗轉身？唔緊要，你出聲，我幫你，你唔好走

去借民主黨『過橋』。作為立法會議員，點解你唔
用實力去爭取成功呢？無乜道德囉。為咗立法會造
勢離開民主黨，非常無道義。」范國威就辯稱：
「公道自在人心。」
黃成智重申，他會坦然面對民主黨的處分，但不

會因此而退黨，「民主黨沒有分裂。目前距離『政
改戰場』僅剩餘個多月，退黨是短視的做法。如果
『泛民』議員繼續死守否決政改，我看不到再有任
何出路。我預期政府2020年不會再啟動 『政改五
步曲』。」

何俊仁擬動議凍結黃黨籍
另外，計劃動議凍結黃成智黨籍的民主黨議員何

俊仁昨日稱，黃成智的行動違反黨立場，「假如他
不是民主黨成員，根本不會有人理會他。他為何要
『消費』民主黨？」民主黨今晚會舉行緊急中委
會，討論凍結黃成智黨籍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日前在深圳會見港
各界人士，重申不能簡單將特首選舉提
名委員會中的公司票轉為個人票。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昨日指出，在下月中表決
前大幅修改方案不可行，把公司票轉為
個人票會影響提委會由四大界別均衡參
與的原意。她又質疑，反對派以為「企
硬」能迫使中央在最後一刻作出原則性
讓步是誤判形勢。

反對派誤判中央會讓步
李慧琼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

反對派議員至今在特首普選問題上仍然
「企硬」，以為中央會在最後一刻作出
原則性讓步，這個想法是不切實際，更
是誤判形勢。「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現時要通過方案並不容易，她期
望反對派在表決前能與中央就政改坦誠
對話，相信會有助緩和社會氣氛。
李慧琼又認同張榮順副主任指，提名

委員會中的公司票不能轉為個人票的說
法，認為短時間內大幅修改方案不可
行，即使中央或特區政府願意修改，也
未必能獲建制派議員支持，方案依然不
獲三分二議員通過。同時，將公司票轉
為讓每名員工可以投票，的確會影響提
委會的設計原意，「因為當時提名委員
會說的是，四大界別的均衡參與，而四
大界別中有代表商界。」

支持官員續落區聽民意
但她強調，香港商界曾提議將公司票
轉為董事票，將來並非「無得傾」，
「如果當時所有立法會議員在政改諮詢
期間，務實提出怎樣優化提名委員會的
組成，我認為是可以傾。」她並支持特
區政府官員就政改及其他議題多落區聽
民意。

對於「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收集到121萬人的
簽名支持政改，李慧琼說，任何民意表達的渠道都
是重要參考，而今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及明年的立法
會選舉，都是違法「佔領」及政改表決後的首次政
治表態行動，目前難以估計結果，但民建聯一直在
社區做實事，她期望能把支持特首普選方案的市民
化為選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政
改已到關鍵時刻，絕大多數市民渴望
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候選人的意
向已十分清晰。工聯會數十名代表昨日到
立法會門外請願，要求立法會通過政改方
案，讓500萬合資格選民可在2017年「一
人一票」選特首候選人。他們批評反對派
接二連三以綑綁聯署方式，聲稱要否決政
改方案，是不尊重民意、不顧香港整體發
展及長遠利益的行為。
工聯會數十名代表昨日手持「2017我要投

票選特首」等標語，高呼「全力支持『一
人一票』選特首」、「萬眾一心、支持政
改」等口號，指香港距離普選特首僅一步
之遙，而特區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是堅守香
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的原則及有關規定，善用框架下的空間，
提高了選舉的競爭性，並擴大了民主成
分，立法會應予以通過。

王國興：通過方案好「落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他前日
到深圳與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
榮順會面兩小時，對方表明中央政府真
誠、熱切地希望普選方案能獲得通過，使

香港能實現普選，又指回歸18年來香港
不斷出現政改爭拗，刻下正是「一人一
票」選特首候選人的適合時機，政改方案
已回應市民普選訴求。
王國興續引述張榮順指出，不認同反對

派所謂「袋住先」的說法，因為現時的方
案已是最民主、客觀、合憲及合法，無可
能亦無必要作出任何修改。
他強調，如今正是讓香港市民作決定的

時候，「500萬人選總比透過電視機看着
1,200人選好，香港要向前行，這是一個重
要的里程碑。」反對派議員通過政改方
案，便是他們最好的「下台階」，否則便
「對唔住香港人」，要負上極大責任。

麥美娟：有票一定「大聲啲」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強調，倘特首

候選人由500萬人選出，就需要向500萬
人負責，將來要更考慮工會及基層市民的
訴求，「有票一定大聲啲，因為有權就有
聲。」她批評反對派議員經常說尊重民
意，原來是講一套做一套，「他們只是怕
有普選後便失去了民主光環，以後無戲好
唱！」她促請反對派議員通過政改方案，
還票於民。

參與請願的退休人士鄧先生對能夠「一
人一票」普選特首候選人已「等咗好
耐」。他認為香港的政制就像世界其他地
方一樣，是會不斷改進的，並不存在所謂
「袋一世」。他又相信若政改方案通過，
500萬選民都會根據候選人的政綱去投票，
被選出者要向市民負責，香港未來只會更
好，並批評反對派「根本唔想香港好」。

市民盼普選 社會撥亂反正

另一名已退休的李先生指出，在循序漸
進的原則下，香港由最初400人到上屆
1,200人選出特首候選人，再到現在有機
會透過500萬人「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候
選人，民主成分逐步提高，且500萬名合
資格選民並非「機械人」，都是憑個人思
維為香港未來投下神聖一票。他又指，香
港本來十分和諧，批評反對派不斷分化港
人，立法會拉布更影響勞苦大眾，希望可
撥亂反正。

梁美芬派「鬆綁」書籤盼有轉機
立法會下月將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一眾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繼續「綑綁」，聲稱堅
決反對方案。面對這個困局，經民聯立法會議
員梁美芬透過「書籤」攻勢，呼籲反對派議員
盡快「鬆綁」，支持通過方案。
梁美芬在昨日立法會舉行會議期間，向全體

立法會議員和記者派發自行設計及印製的「齊
來鬆綁」書籤。該款書籤據悉由一名正在外國
留學的學生設計，上面印有「齊來鬆綁」的字
句，更印有梁美芬的卡通「肖像」。「肖像」
穿着白色旗袍、精神飽滿、面露燦爛的笑容，
更擺出一副加油的手勢，寓意通過普選方案
後，香港可以集中精力，改善民生，發展經
濟，香港社會更加美好。

擬落區派發動員市民
梁美芬介紹，她是次印了1萬張書籤，並計

劃在九龍西派發。同屬九龍西選區的黃毓民突
語帶挑釁地稱，他要在區內擺街站宣傳反政
改，梁美芬即回應指，「一個叫鬆綁，一個叫
綑綁，到時要拿剪刀去『剪咗佢』。」
被問及派發書籤能否起到作用，梁美芬表

示：「真正改變世界的人，乃是能夠排除萬
難，勇於正視人們之間的分歧，從而能在不同
中尋求共識去化解矛盾。」她坦言，自己不期
望反對派陣營內的死硬派議員，在看了書籤後
會有回應，但希望一些有慧根的市民，能夠寫
信給部分「有得救」的反對派議員，游說他們
能夠回心轉意，支持方案通過。

反對派議員冷待拒收

不過，各反對派議員對此擺出一副「冷面
孔」，如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在梁美芬向
議員派發書籤時就「直行直過」；民主黨主席
劉慧卿拒收書籤的同時，更質疑梁美芬及她的
助理走到民主黨所屬的9樓辦事處派發書籤，
「我問緊（立法會）秘書處得唔得」，並將書
籤交給立法會保安員；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則投
訴有人走到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辦公室派書籤。
另外，立法會將於下月表決特首普選方案，

但實際表決日期尚未有定案。法律界立法會議
員郭榮鏗稱，聽聞特區政府希望於下月17日
表決。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鍾國斌則笑稱，應該
是24日表決才對，因有報章早前引述著名堪
輿學家蔡伯勵指24日是吉日，
又指反對派尚未有機會與中央
領導人會面，表決時間不能太
早。 ■記者 鄭治祖

■數十名
工聯會代
表昨日到
立法會外
請願，要
求立法會
通過政改
方案。
聶曉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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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和陳恒鑌展示「鬆
綁」書籤。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