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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
榮順在深圳座談會上表示，中央推
普選是為解決香港困境。筆者認為
這是中央政府與反對派所追求普選
上的最根本分歧。
現時，香港政府想推出利民的新
政，但都被反對派否決或者拉布至新
政不見天日，如機場第三跑、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創新及科技局、高鐵
的一地兩檢等等，令香港內爭不停在消耗，競爭力每日不斷
下降。
現在的政改方案是一個民主進步的方案。若政改方案能通
過的話，500萬合資格選民都能夠一人一票選特首。若政改
方案未能通過的話，特首便繼續由12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
選出。若特首能由500萬選民選出來的話，特首便需要向
500萬選民負責及問責。因此，特首推出政策時便會更貼近
民意，否則在爭取連任時便會失去了選民的支持。500萬市
民便能發揮監察特首施政的作用，這是政治上的民主進步！
同樣地，由500萬選民選出的特首認受性必定比1200人選

出來的特首為高，在民意授權下，特首的施政便不會隨便讓
立法會少部分議員阻礙，推出的新政便能真正落實，市民才
會真正受惠！
在這個角度下，普選特首真真正正能解決現時香港管治上
的困難，以免香港的內耗持續下去，競爭力持續下跌。筆者
希望社會各界能讓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行一步，讓民主得以
進步，向原地踏步說不！

■顏汶羽

汪 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前日在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會
面，並就香港政改發表講話。張榮順直言很多反對派
議員在思維上走入了死胡同，希望那些議員走出死胡
同，能夠支持這個真正的普選方案。反對派最近提出
改變提名委員會產生辦法的主張，認為某些界別如果
由團體票改為個人投票，他們就會轉軚，支持通過政
改方案，否則的話，一定否決政改方案。有反對派還
認為，堅持否決，有機會可令沒有表態的中間選民也
跟隨傾向否決政改，中央就一定會讓步，或者推遲表
決。

否決政改 反對派需負責任
這些幻想正在牽引反對派走進死胡同。他們為了證
明自己的幻想有機會成真，越來越激進，揚言要綑綁
否決政改，令香港變得無法管治。這是錯上加錯，既
誤自己的前程，也損害700萬人的利益，必被港人所拋
棄。張榮順談到，一旦方案遭否決，反對派需要負上
最大責任。解開這一個死局，反對派要自己走出死胡
同，支持政改方案通過，給自己下台階。
反對派提出改變提名委員會的產生方法違反基本法
的立法原意，還推翻了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中
央對於政改框架的設計，是為了落實「一國兩制」大

原則，既要保障國家主權和安全，也要保障香港繁榮
穩定、港人安居樂業。如果抵觸這些大原則，一定不
可以改。反對派不要妄圖僥倖，一路走到黑。
在上世紀80年代制訂基本法的時候，考慮到香港的歷
史和現狀，香港的利益多元化，由功能團體代表不同階
層、不同行業的利益，參政議政，使得各階層的利益能
夠均衡體現，避免各利益團體因為政權回歸而受到損
害。定出選舉委員會的四個組別，就是要體現均衡參與
的原則，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安居樂業。

改變提委會組成違反基本法
現在反對派提出修改提名委員會產生的辦法，把這

個設計的本質和功能完全取消掉，這將嚴重改變提名
委員會的性質，取消四個組別均衡參與的特色，否定
了功能組別反映具體行業的社會地位和專業優勢，這
是對香港政制作出原則性的修改，令到普選行政長官
人選的產生，不是代表最有經驗、最有能力的賢能之
士，而是選出一些沒有管治經驗的人物，拿香港的經
濟、政治前途來賭博。例如，第一個界別是工商金融
界，一直以來，由團體和公司投票，不是由該行業的
僱員投票，這是歷史形成的。團體票反映對候選人的
素質要求，他應該對本行業的運作規律、競爭情況、
風險管理，有深刻認識。所以，提委們應是有關機

構的決策者和管理者，能夠全面深入了解本行業的
需要和訴求。如果改為由僱員「一人一票」產生界
別代表，功能組別參與政治的性質立即大變樣，很
可能銀行界的代表將由一個臨時空降、工齡僅有一
年的保安員出任，他根本不能代表這個行業的利益，
很可能只是一個工會代表。這樣一來，提名委員會的
代表性和均衡性就喪失了。香港就會出現民粹主義、
福利主義，香港不再是香港，將會變成另一個希臘
和塞浦路斯，將面臨財政危機、債務危機、經濟大
衰退。

落實普選利港 中央不會讓步
反對派要求改變提名委員會

產生辦法，觸及到「一國兩
制」原則，牽涉修改基本法附
件一和四十五條，當然不會被
採納。反對派以為轉變一個方
式，就可以繞過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這是一廂情
願，不可能成功。即使反對派
在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人大
常委會也絕對不會更改有關決
定，若干年後再進行政改，人
大「8·31」決定的框架仍然
不會改動。
中央希望通過政改方案、落
實普選，立場堅定不移，完全
是為了幫助香港解決政制爭
拗，幫助香港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解決深層次矛盾。反對派要修改提名委
員會的產生方法，廢除有利香港繁榮穩定的政制設計，
讓香港競爭力進一步下滑，讓香港更加民粹化，這樣實
現普選，中央一定反對。因為這種變動與基本法的設計
背道而馳，必將進一步加劇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動盪。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進行有害的政治改革？近年由
於政爭不斷，受「佔中」、拉布、不合作運動影響，
嚴重窒礙了香港經濟增長。香港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
增長只有2.1%，出口僅增長0.4%，內地的北京、上
海的經濟總量早已經超越香港，今年廣州和深圳的本
地生產總值也將超越香港。香港繼續爭拗，只會被邊緣
化和沉淪下去，700萬港人成為受害者。

高天問

反對派放棄幻想 才能走出死胡同
香港市民看到，普選是700萬港人所追求的理想。現在政改否決權掌握在少數反對派議員

手上，他們若扼殺普選，扼殺香港擺脫政爭的機會，他們就是香港的罪人，一定要承擔責

任，必將在今後的兩場選舉中受到選民的懲罰。反對派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才能海闊天

空；如果不肯放棄，就只能在死胡同裡找尋失敗的歸宿。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百萬簽名撐政改 虛假民調不能比

反對派訴求非建基於民意
自政改啟動以來，反對派就處處與政府唱反調，與民意唱反調。一

眾反對派議員多次聯署表示將否決政改，個別議員也一再強調就算
「民意支持方案他們也要投反對票」，可見反對派的立場並不是建基
於民意之上。但由於議員的職責，民意將對他們構成巨大壓力，甚至
影響隨後的立法會選舉。一意孤行、對抗民意的議員勢必被選民懲
罰，難以保住議席。因此即使有議員大放厥詞，也不敢在實際行動上
一味走極端，否則對於大部分屬於直選的反對派議員來說，無疑自我
壓縮政治生存空間。
正因為「泛民」違逆民意，正承受如山的民意壓力，因此內部矛

盾重重，對政改的取態也產生了分歧。多次的「綑綁式」聯署，正源
於各方意見難以統一，是窮途末路之舉。而在政府千方百計大力推動
政改，各界也全力發聲支持政改之際，鍾庭耀帶頭的所謂「滾動民意
調查」卻暴露了反對派已經頂不住民意壓力，被迫要以虛假手段「製
造民意」，為否決政改造勢的圖謀。

政改方案最大程度增加民主成分
眾所周知，「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方案被社會廣泛接

受。不同機構、團體、組織相繼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大多數市民支

持在全國人大「8·31」決定框架下的政改方
案，並殷切期望能夠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
選，開啟香港政制前進之門。一旦邁出了第一
步，香港的政制發展還將循序漸進，在實踐中
逐步改進、調整，不斷進步。而能夠順應民意
落實普選，賦予選民投票權利，不僅能夠拉近
市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更能有效緩和政爭，
讓行政與立法之間能夠協調運作。
現階段，推動普選達成，是各派議員最應該

手去做的事情。在目前方案下，各黨派在普
選中享有同等的參與機會，能在同一平台表達各自的施政理念和政
績，只要能夠爭取到過半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投票支持，即能夠出閘成
為特首候選人。在整個普選程序中，方案已最大程度地增加了民主成
分，並為各派提供了較為寬鬆自由的競爭條件，無論從個人或黨派長
遠發展考量，都應該支持政改通過。

順應民意落實普選是香港之福
議員們與其只憑單一民調結果下結論，不如切實關注民意變化，作

為立場取態的參考數據。遺憾反對派議員們，先是無視民意，然後又
因形勢壓力「製造民意」，玩弄數字遊戲，誤導市民。所作所為已是
「以一個謊言掩蓋另一個謊言」之舉，最終將被選民拋棄。在政改關
鍵時刻，對抗只會出現反效果，分化社會意見、增添政改阻力，以
「拉布」不斷浪費公帑，這一切將持續增加內耗，進一步削弱地區競
爭力，令香港被迫陷入「政改」泥潭之中，無法自拔。
搞「虛假民調」沒有出路，正視現實才能解決問題。政改方案對香

港有益，是歷史上的民主大飛躍，每一位議員都有責任作出有利香港
的抉擇。各派宜加強溝通，凝聚共識，而不是一味叫口號或威脅逼迫
中央在原則問題上讓步。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反對派如能放下成
見，在政改的緊要關頭促成普選落實，將是香港之福。
民意如山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反對派不能隨便對其篡改和扭曲；民

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議員是依賴水的「支撐」而行的
「舟」，自以為手握權力而一意孤行只會導致「翻船」。政改方案是
經過了長時間的諮詢修改，依照國家憲法、基本法制定，符合香港社
會實際情況和民情民意的進步方案。現在廣大市民已發出了要求特首
普選的呼聲，無論是持支持還是反對立場的人，都無法忽略民意的存
在。各界應趁熱打鐵，順應民意，為政改加持，共同推動本港民主政
制向前。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自5月9日開始一連9天的

「保民主、撐政改、反拉布、做選民」大型簽名活動，

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最終收到了超過121萬個

支持普選的市民簽名，處理選民登記表格超過5萬份。

在主流民意均表態支持政改之際，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

監鍾庭耀卻聯同另兩間大學炮製所謂「滾動民意調查」，

通過設計引導性問題、掩蓋詳細資料的做法，妄圖將本來

高漲的政改支持率拉低，變相托高反對政改的比率，為反

對派否決政改提供輿論支持。「鍾氏民調」玩弄文字遊戲，混

淆視聽，顛倒黑白，不僅可信度低下，更是偽造民意，與「保

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實實在在的結果不可相比。廣大市民

應認清反對派的狡詐行為，不要被假象蒙蔽了雙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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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反對通過政改方案的民意不足四成，反對派若不理主流民
意，一意孤行否決政改方案，反對派在今年的區議會和明年的立
法會選舉時，內訌將更嚴重，溫和反對派將輸得一敗塗地。因
為，堅持反對政改的選民，未來在選舉時會投票給激進派還是溫
和派，溫和派應該明白這個道理。
政改方案已提出一段時間，很快就要在立法會表決。至今為

止，反對派的主要人物都說會否決政改。他們的盤算是，以否決
政改來逼特區政府、中央政府讓步，以達到他們想得到的普選方
式。

反對通過政改民意不足四成
但是，反對派中已有人知道民意不支持他們的行為，支持政改
的民意比反對政改的民意強。在過去多次立法會選舉中，反對派
的總得票率都維持在六成左右，但是，這一次的政改方案，民意
調查顯示反對通過政改者不足四成。很明顯，超過三分之一反對
派的原支持者也希望在2017年普選特首，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如
果政改方案真的在立法會被否決，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及2016
年的立法會選舉，反對派候選人會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支持政
改的選民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因為不滿意反對派否決政改，不出
來投票或直接投票給建制派，反對派在立法會中超過三分之一席
位的現狀可能消失，反對派中的溫和派更會一敗塗地，輸光政治
老本。試想想，堅持反對政改的選民在立法會選舉時，會支持激
進的反對派候選人還是溫和派候選人？反對派中的聰明人是明白
這個道理的，只是苦於沒有比較體面的下台階。

綑綁否決暴露心虛膽怯
實際上，激進反對派對目前所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政改投
票取向依然沒有信心，也因為沒有信心，才會一而再、再而三
地搞聯署，要綑綁否決政改。而所謂聯署並沒有得到全體反對
派議員的簽署，只是由某一批人發個電郵給大家，限期回覆，
沒回覆就算是同意聯署罷了。每次聯署行動的記者會，實際上
也沒有全部反對派議員一起亮相。所謂自我綑綁，越是多一次
綑綁行動，越顯得反對派內部已經分裂，所謂主流的領導層已
沒有信心。

「佔中憤青」必出力爭上位
政治是殘酷、現實的，違反民意的結果就是在民主選舉中一敗
塗地。香港立法會直選採取比例代表制，今日的民意調查中，反
對政改的不足四成，未來立法會的直選中，反對派所能分到的議
席也將不足四成，這只會使到反對派在下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時，
內訌得更嚴重。因為最大的敵人就是同一陣營的人，支持者少
了，爭奪的人多了，內部競爭更激烈。不要忘記，反政改最落力
的，不是目前那些吃老本的反對派議員，而是過去從來沒有參加
過選舉、在去年的「佔中」行動中自以為是英雄的年輕人。這批
年輕人肯定會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參選，挑戰溫和反對派，搶奪溫
和反對派議席，把溫和派擠出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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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國」是當今世界最危險的恐怖主義
組織。與「基地」組織相比，「伊斯蘭國」不
依賴國外捐款和國際金融系統，而是從富產石
油的本地獲得收入，從而能在全世界招兵買
馬。目前，「伊斯蘭國」控制的版圖已與英國
面積相當，資產淨值超過20億美元，其麾下3
萬多名武裝人員中，約一半來自伊拉克和敘利
亞以外。
一些青年極端分子之所以對「伊斯蘭國」抱

有極大興趣，是因為在他們眼中「基地」已有
點過時，領導人老朽，且多數時候在逃遁中，
只會偶爾公布一段錄像視頻。「伊斯蘭國」則
相反，它橫掃了伊拉克和敘利亞兩國北部之
後，常發布視頻展示所取得的功績；隨外國
極端分子，特別是歐美和車臣激進分子的加
入，「伊斯蘭國」的戰鬥力明顯提升，發展勢
頭已經蓋過支離破碎，缺乏領袖人物的「基
地」組織，成為全球宗教極端勢力中又一部上
緊了發條的戰爭機器。
「伊斯蘭國」現已佔領 25%的敘利亞領

土、40%的伊拉克領土，並威脅沙特、約
旦、土耳其和黎巴嫩的邊境地區安危。它還
威脅要抹去中東地區現有的國界。目前，全
球超過19個伊斯蘭武裝組織宣誓效忠「伊斯

蘭國哈里發」巴格達迪，其中一些還曾是
「基地」組織的分支機構。這也反映出，
「伊斯蘭國」是在填補因「基地」高層被消
滅或在美國斬首行動打壓下轉入地下而呈現
出來的真空。
2014年伊始，「伊斯蘭國」影響力已出現外

溢效應。北非馬格里布地區的「沙里亞游擊
隊」在網上宣布支持「伊斯蘭國」；近年來在
埃及西奈半島發動大量襲擊的「耶路撒冷支持
者」一直支持巴格達迪；位於加沙地帶的部分
武裝隊伍也表達了對「伊斯蘭國」的認可。
2014年7月1日，巴基斯坦恐怖組織「哈里發與
聖戰運動」公開懸掛「伊斯蘭國」旗幟，成為
中東地區以外首個效忠「伊斯蘭國」的組織。
印度尼西亞親「基地」組織的「伊斯蘭團」的
精神領袖阿布·巴卡爾·巴希爾，也在監獄中
宣誓效忠巴格達迪。除印尼外，馬來西亞、菲
律賓的一些聖戰組織，也在加緊向「伊斯蘭
國」表忠心。
在2006年左右，「伊斯蘭國」的前身與美軍
或伊拉克正規軍正面交鋒還總輕易被擊潰。但
經過敘利亞內戰熏陶後，現已能嫺熟實施地面
協同作戰。打擊「伊斯蘭國」，美國目前採取
了傳統的外科手術式的軍事打擊方式。以空軍

空襲重點區域和重點目標為手段，可通過打擊
「伊斯蘭國」的通訊、保障和指揮體系，重
創「伊斯蘭國」的武裝力量。通過精確的地
面打擊和有效的空中打擊，能夠震懾「伊斯
蘭國」相關的軍事進攻。美國主導的聯盟還
立誓通過政治及經濟手段，截斷「伊斯蘭
國」的資金鏈和人員招募體系，並通過向伊
拉克政府和敘利亞反對派「輸血」，達到增
強「反伊斯蘭國聯盟」的目的。獲得資金武
器幫助的伊拉克政府軍、庫爾德武裝乃至敘
利亞反對派武裝，都將成為在地面打擊「伊
斯蘭國」的主力軍。
目前，隨伊拉克軍隊收復提克里特，「伊

斯蘭國」的勢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種族
滅絕和大屠殺的行徑、公然試圖推翻現有中東
政治秩序的企圖、對世界各國穆斯林民眾的蠱
惑、殘忍殺害多名西方記者的舉動，更使「伊
斯蘭國」臭名昭著。然而，圍追堵截、趕盡殺
絕不是應對「伊斯蘭國」的明智之舉，要徹底
擊垮「伊斯蘭國」，還要從教派和解入手；如
能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到調和疏通、標本兼治
上，才有祛病除根的可能，讓人民安居樂業才
是遏制伊斯蘭教極端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蔓延
的制勝法寶。

如何剷除「伊斯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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