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表決在即，多位反對派議員堅稱反對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框架下的方案。有建制派議員批
評，反對派否決方案是最容易的決定，可發洩對中央
的不滿及免受激進派狙擊，但卻封殺了香港民主路。

鍾國斌：激進逼中央更強硬
多位立法會議員昨日接受電台訪問討論政改問題。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認為，特首普選方案通過機會近乎
零。至於否決後何時重啟政改討論，他認為，若建制
派於明年立法會選舉增加4個議席，獲得議會三分之

二多數的主導權，相信5年後會再討論政改；但若反
對派議席不變，香港未來10年都不會再談。
鍾國斌又質疑，有年輕人一再以激進手法表達訴

求，只會令中央更強硬，也會令外國人擔心香港並
非適合投資的地方，最終受影響的就是香港的年輕
人。

陳健波：日後更少機會優化
保險界立法會議員陳健波表示，對反對派而言，否
決方案是容易的決定，既可發洩不滿，也不用怕激進
派狙擊，但這樣會封殺香港民主路，令香港「50年

不變」餘下的時間更少機會優化政改。
陳健波坦言香港市民務實聰明，支持先通過方案。

他又以讀書為例，指未完成中學就不能入讀大學，反
對派應盡早踏出一步，建立中央對香港普選的信心，
再聚焦討論如何優化方案。
不過，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單仲偕聲稱，民調結果不
會影響該黨的立場，會堅決反對「8．31」決定框架
下的方案。他否認今次「企硬」是因5年前與中聯辦
會面，以致有「陰影」，又揚言民主黨是自願參與反
對派多次聯署否決方案的行動，並非「被綑綁」。
公共專業聯盟莫乃光聲稱，中央和特區政府沒有提
出具體的優化方案，否決方案是「別無選擇」，但他
贊同反對派要重新思考策略，並要正視正冒起的激進
意見和本土意識，要理解背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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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黃晨）反對
派至今仍堅持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政改方案
上的任何改變，都要符合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實
際情況，而反對派堅持的「公民提名」或「政
黨提名」，「即使再提100次(中央)都唔會接
受」。
梁愛詩昨日出席一公開活動後指，特區政

府官員正「盡一切努力」推動特首普選方案，
呼籲反對派應認真考慮香港市民的意願，支持
方案通過。如果今次否決方案，中央在2017
年之前都不會再提出新的特首普選方案。
對於反對派時常批評提名委員會機制，梁

愛詩強調，有關機制比美國的「政黨提名」、
英國的「政黨組閣」更具廣泛代表性。她指
出，提委會是香港社會縮影，無任何政黨可藉
此操控選舉，並提醒反對派不能因提委會有提
名規則而稱之為「不合理篩選」。
梁愛詩又批評，反對派一直盤算支持方案

後會損失多少選票，又擔心黨內激進分子不支
持他們的抉擇，繼而無法於2016年重返立法
會，甚至害怕落實普選後，會失去唯一的「熱
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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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有贏無輸 錯失重啟無期
「8．31」框架方案起碼要試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 廣西報道）立法會表決
政改方案已進入倒數階段，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
記、前香港中聯辦主任彭清華日前會見香港工聯會訪問
團時，強調中央是真心誠意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而今
次政改關乎人大常委會決定的落實，沒有變的空間。他
又表示，政改若能通過符合大家的共同願望，但即使通
不過也沒什麼不得了，天也塌不下來。他期望，愛國愛
港力量應該顯示自己是真正推動民主發展的星光積極力
量。
彭清華前日會見工聯會千人高鐵團團員時，在會上主

動談到香港政改問題，形容香港政制發展正在關鍵時
期，指出政改問題的核心，是「要不要堅持『一國兩
制』」、「要不要按基本法辦事」，以及「要不要堅持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的問題。

不講「一國」不尊重中央
彭清華指，有些人將「一國兩制」放在嘴上說，但只

講「兩制」不講「一國」，是不尊重中央的憲制性地
位，並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他說，普選是基本法

賦予的，不是英國人賦予的，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普選，
所以普選必須要按基本法辦事，也包括按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辦事。
他又指，立法會可以有反對派議員，但行政長官不能

由與中央對抗的人來當。假如香港選出與中央對抗的人
去當特首，國家不能接受，也不是香港人之福。
經歷過香港兩次政改的彭清華表示，反對派在每次政

改都有個主題，首次政改的主題是「2007年、2008年
雙普選」，第二次主題是「普選時間表」，今次主題則
為普選行政長官的制度安排，在人大常委會作出了「8
．31」決定的情況下，反對派就發起「佔中」對着幹，
最終也得不到市民的支持，失敗收場。
彭清華表明，無論今次政改能否通過，中央都是真心

誠意的推動香港民主發展。而政制發展必須基於基本
法，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同時要符合以愛國者為主體
的「港人治港」的要求，要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

批反對派有普選卻反普選
他進一步提出，要顯示愛國愛港力量是真正推動民主

發展的積極力量。「現在反對派稱為『民主派』，現時
民主來了，要普選了，這麼好的事，卻要反對，那還叫
『民主派』？」他直言，反對派實際是搞對抗，「你不
給我普選，我就要普選；你給我民主了，我就不要，還
在鬧『公民提名』。」

「8．31」決定無改變空間
對於有人關注中央在今次政改進程中，會否如上次
般臨表決前作出改變，他直言，今次與上次不一樣。
上一次變是政府的調整，沒有違反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今次政改方案則完全是依據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來
設計，一旦變就是要撤銷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那怎
樣可變了？」他表明，今次政改不會改變，也沒有變
的空間。
彭清華希望，愛國愛港力量要繼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推動政制發展往前走。政改若獲得通過，便符合大家的
共同願望。不過若果方案未獲通過，也沒什麼不得了，
天也塌不下來。他說：「我們全力爭取通過，但是也不
要把這個看成那麼大的事，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彭清華：通過符民願 冀愛國愛港力量推動

葉太：部分反對派內心欲通過

批港生燒基本法
難道要「兩制合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4間大學學
生會代表日前在集會中焚燒香港基本法，揚
言要爭取「重新制憲」，引起公憤。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昨日批評，焚燒基
本法的行為「好錯」，是對基本法及「一國
兩制」的侮辱。她強調，基本法是中央與香
港市民的契約，保障「一國兩制」的落實，
倘香港沒有基本法，則失去法律基礎去實行
「一國兩制」，反問香港是否要與內地「兩
制合一」。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

院長王振民昨日在港出席一論壇後批評，焚
燒基本法的行為不可接受，令人討厭，但認
為個別學生的過激行為不代表廣大學生及年
輕人，亦不代表主流民意。他又反問，如果
要重新制定基本法，普選是否會來得更快，
「會有更好的基本法嗎？要『一國一制』
嗎？」

蔣麗芸：基本法是「護身符」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昨日在個人

facebook專頁上直斥，學生焚燒基本法的行為
愚蠢，指當年基本法的設計是以「一國兩制」
為目的，「換句話說，基本法是香港人的『護
身符』，所以若有人不喜歡當中幾條，就成本
燒咗，一字記之：蠢！」

林淑儀促以市民利益為依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

盛 廣西報道）政改方案表決
在即，最終能否通過仍屬未知
之數。工聯會會長林淑儀對政
改通過並不樂觀，但仍未絕
望，促請反對派議員以香港巿
民利益為依歸，讓香港民主踏
前一步。
工聯會會長林淑儀表示，在

此關鍵時刻，民意已很清晰，大部分市民都希望政改方案
獲得通過，包括工聯會早前的民調結果，有80%受訪者贊
成通過政改，即使其他大學、機構進行的民調結果亦顯
示，支持通過政改市民也屬大多數。她促請反對派實事求
是，別為一己私利而反對，阻礙港人實行普選。

■林淑儀促請反對派以巿
民利益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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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議員批封殺民主路

匯賢智庫昨日舉辦「基本法與
政制發展」研討會，王振

民、新民黨主席兼匯賢智庫理事
會主席葉劉淑儀、香港城市大學
法學院副院長林峰、公民黨立法
會議員湯家驊擔任講者。

不能未用就「另起爐灶」
王振民發言時表示，特區政府
提出的政改方案，顯然比目前的
特首產生辦法更民主，邁出了一
大步，是最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
方案。對於有人問為何方案不能
「更民主」或「最民主」，王振
民說，在法律角度來看，香港基
本法在25年前制定時，已定下
政改框架，今次是首次用提名委
員會，「行不行，起碼先用一
次，不能一次都沒有用，就把它
丟在一邊，另起爐灶。」

港尚須考慮繁榮穩定
他續說，在情理角度來看，有
很多地方的例子都是體制很民
主，但社會經濟衰落混亂。他以
法國大革命為例，指法國當時去
到「百分百民主」，最終不但沒
有了繁榮，還陷入長期內戰和革
命，「發達國家變成二等國
家。」他強調，民主發展不是唯
一的追求目標，還須考慮香港要
維持資本主義及繁榮穩定。
王振民強調，倘今次普選方案
被否決，香港沒有人是贏家，但
通過方案就沒有人是輸家，香港
反而會得到民主進步，希望香港

不要浪費機會。

日後重啟仍依「8．31」
被問到若方案獲通過，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能否修
改，王振民說，通過方案就會
「有無限可能」，不通過則只會
維持用「8．31」框架，「5年、
10年後（重啟政改），還是回到
原 點 ， 都 是 用 『8． 31』 決
定。」
他又指，中央無法「承諾」日

後可修改「8．31」決定，因現
屆人大常委會不能替下屆作承
諾，本屆特區政府亦不能替下屆
政府承諾會否重啟政改，故現時
難以估計否決方案後，何時再重
啟政改，只能說不是短期內。
王振民認同特首梁振英日前

指，倘香港失落普選，未來幾年
應集中發展經濟，「難道天天都
談政改問題？別的事情都不用忙
嗎？」
被問到倘政改被否決，中央會

否「懲罰」香港，王振民說，中
央不會「懲罰」香港700萬市
民，「不是香港廣大同胞犯了什
麼錯」；至於會否「懲罰」反對
派議員，他說「錯誤的是誰，大
家都很清楚」。

質疑反對派「葉公好龍」
王振民又質疑，反對派一直打

着爭取民主的旗幟，只是「葉公
好龍」，「普選真的來了，他們
卻落荒而逃，不敢接受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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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距離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僅餘10多天，反對

派仍堅稱會否決方案。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清華大學法

學院院長王振民昨日表示，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

定，不能一次都未落實就另起

爐灶，「行不行，起碼先用一

次」。他強調，通過方案「沒

有輸家，只有贏家」，若錯過

今次機會，不知道何時才能重

啟政改；他又批評反對派爭取

民主只是葉公好龍，「普選真

的來了，他們卻落荒而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會議
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昨日在政改研討
會上表示，有些反對派議員表裡不一，私下
很想通過政改但又不敢公開，「私下同公開
講的完全兩回事，私下心好想，表面又扮另
一個樣。」她質疑反對多次聯署綑綁，只是
怕「走票」，令支持方案的反對派議員，因
此受到很大朋輩壓力。
葉劉淑儀表示，不便公開哪些反對派議員

「表裡不一」，但強調這是自己的感覺，認
為有功能界別議員受到業界壓力。她舉例
指，有年輕的醫生及會計師追求絕對民主，
但業界內的前輩亦很想投票選特首，認為議
員否決方案前要考慮對下屆選情的風險。
她透露，不少反對派議員私下很想同中央
政府溝通，「但又唔敢單獨見，驚被人攻

擊，所以他們有好多矛盾」，又指即使部分
人支持普選方案，「但有些連拍手都唔敢，
『泛民』係好驚『走票』，如果唔係點解要
綑綁投票？」

多番聯署怕「走票」
她又重申，特首普選制度不能保證任何人

或政黨「出閘」，質疑反對派聲稱的「真普
選」，只是以自己能否「出閘」作為「標
準」，「係咪香港管治無咗『泛民』唔
得？」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林峰則批評，

反對派只押注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是策略錯誤，「在憲法上，人大
決定是可以改，但『8．31』決定未曾實
施，就把它改了，政治上可不可行？」

■■匯賢智庫昨舉辦政改研討會匯賢智庫昨舉辦政改研討會，，王振民王振民、、葉葉
劉淑儀等擔任講者劉淑儀等擔任講者。。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王振民昨指出王振民昨指出，，人人
大大「「88．．3131」」決定不決定不
能未落實便能未落實便「「另起爐另起爐
灶灶」。」。圖為去年全國圖為去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
「「88．．3131」」決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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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華書記昨表示，期望香港的愛國愛港力量，顯
示自己是真正推動民主發展的星光積極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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