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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民意支持立會通過方案
廣東社總促反對派「華麗轉身」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委託香港研究協會於上月24日至28
日訪問了1,203名市民，了解香港社會對特首普選方

案的主流意向，並於昨日公布調查結果，發現有63.6%受
訪市民認為立法會應通過特首普選方案，認為應否決的只
有29.6%，表示很難說及無意見的各有4.1%及2.7%。不
過，50.5%市民坦言對立法會通過方案沒有信心，有信心
的只得26.4%，很難說及無意見的各有20.9及2.2%。

57%表明對否決者「票債票償」
調查指出，34%受訪市民認為特區政府應主力游說反對
派，增加立法會通過方案機會；表明香港市民應是主力游
說的對象者也佔 32.5%；認為要游說中央政府的有
19.6%。假如特首普選方案不獲通過，51.6%受訪市民認
為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表示有正面影響的只有
18.9%，表示沒有影響、很難說、無意見的分別有

15.9%、12.6%及1.0%。
對於反對派執意否決政改方案，調查發現，假如方案不
獲通過，57.4%受訪市民表明下次選舉不會投票給否決方
案的立法會議員，表示會投票的只有23.5%，未決定及無
意見的分別有13.1%及6.0%。
特區政府官員早前落區宣傳政改，遭受反對派暴力阻

撓，調查發現，59.1%受訪者表明不支持狙擊政府官員的
行為，表示支持的只有25.7%，表示無所謂及無意見的分
別只有8.8%及6.4%。

陳永棋：失落普選持續內耗
陳永棋強調，是次政改調查問題中肯直接，可信性高，
顯示大部分港人希望立法會通過特首普選方案，促請立法
會正視民意，勇於承擔，向政改說「Yes」，「現在政改方
案獲通過的機會很低，只有一線生機，但希望在人間。我

希望『泛民』不要『死牛一面頸』，拿出良心『華麗轉身』，
投票通過政改方案，為香港做一件真正好事，回頭是岸。」
他強調說：「若香港今次失落普選的機會，社會持續內
耗，香港前途將受到很大打擊。香港曾經是輝煌的經濟城
市，不僅是亞洲四小龍，更是國際經濟典範，但香港今天
失去發展路向。我們以香港為家，不希望看到香港內耗不
斷，希望『泛民』排除萬難支持政改。」
若立法會否決政改方案，中央會否懲罰香港人？他強

調，這是不可能及不必要的，「中央只會支持香港，不會
懲罰香港。兩地同胞是一家人，特首普選方案正是維護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諗都無諗過
中央會懲罰香港。中央永遠都會站在香港身邊。港人必須
認清『一國兩制』，鼓動『港獨』則另作別論，但大多數
港人是『愛國愛港』的。」

簡松年：中央履行基本法推普選
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簡松年則表示，中央及特區政府推
動特首普選，是履行香港基本法的憲制性責任，確保香港
最終達致普選行政長官，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
年提出普選時間表，特區政府並於早前提交特首普選方
案，強調「中央不會懲罰香港，只會感到可惜」。
廣東社團總會將於15日公布第二階段政改民調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香港立法會下周三審議表決特首普選方案。香港廣東社團總會

昨日公布最新的民調結果顯示，63.6%受訪市民支持立法會通過普選方案，但過半市民對通過政

改沒有信心，另過半市民預期否決政改將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三分之一市民期望特區政府重點

游說反對派議員。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強調，民調顯示港人希望「一人一

票」選特首，促請反對派拿出良心「華麗轉身」，向政改說「Ye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支持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是社會主流民意。新界社團聯會昨日公布最新
一輪政改民調結果，顯示逾六成二受訪者支持立法會
通過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制定的普選方
案，反對者僅得三成；更有超過八成五受訪者希望能
一人一票選特首。新社聯表示，香港市民希望落實普
選的意願十分強烈、清晰，呼籲立法會議員順應民
意，通過政改。
新界社團聯會於6月1日至9日進行第三次政改民
調。該會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828名市民，了
解他們對普選方案的意見。新社聯昨日舉行記者會公
布調查結果，會長梁志祥、理事長陳勇、副理事長陳
克勤和陳恒鑌、何俊賢出席。

更多人接受中央政改立場
是次調查發現，85.51%受訪者表示希望「一人一
票」選特首，不希望者僅得3.62%。71.86%受訪者同
意特首選舉必須按照香港基本法進行，不同意者僅佔
20.17%。63.04%被訪者同意特區政府須以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為基礎，提出普選方案，比上月同
類調查急升近10個百分點，不同意者則佔30.68%。
調查續指，62.2%受訪者支持立法會通過按照人大

「8．31」決定制定的普選方案，較上次調查微跌1.4
個百分點，反對者則佔30.68%，7.12%市民表示無意
見。
梁志祥表示，新社聯進行的三次民調均顯示，按照
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制定的普選方案，是香港民主
一大進步，而香港市民希望落實普選的意願強烈、清
晰，呼籲立法會議員通過方案。
被問到政改支持率下跌是否民意轉向，梁志祥認為
下跌幅度很小，可以接受，而是次調查是於中央官員
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後進行，相信反對派議員揚言會綑
綁否決，「市民覺得好失望，影響了他們看法。」
陳恒鑌補充指，是次調查顯示逾六成三受訪者同意
普選方案須以「8．31」決定為基礎，比上次調查增加
10個百分點，反映市民愈來愈接受中央的政改立場。

表決日發起2000人集會
陳勇則說，雖然反對派支持者認為目前方案不理
想，但不等於他們不希望通過政改，強調支持普選方
案是社會主流共識。他批評反對派要求一步登天，是
不切實際，「一定要食滿漢全席，得叉燒飯就唔
食。」
梁志祥又說，新社聯將於立法會下周三審議及表決
政改方案時，一連數日發起「撐支持政改議員」集
會，預計會組織約2,000名會員，在立法會示威區力挺
支持方案的議員。他們屆時會派發貼紙識別會員，避
免反對派刻意製造混亂，甚至誣衊建制派「派錢收買
義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首普選方案表決
在即，勞聯昨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69.47%受訪
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案，稱不應該的僅10.08%。
69.47%受訪者認為如果社會多數民意認為應通過方
案，立法會議員就應跟從民意，對政改方案投下贊成
票。同時，有54.09%受訪者表示在未來的區議會和
立法會選舉中，會投票支持通過方案的議員，投票支
持否決方案的議員者僅13%。
勞聯於4月下旬向屬會的會員、工人及家屬及發出問

卷，並於1個月內共收回1,320份有效問卷。調查發現，
61.21%受訪者認同應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的規定推進香港政改，反對者僅11.14%。
調查又發現，69.47%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方

案，讓500萬合資格選民可在2017年「一人一票」
普選特首，稱應否決者僅10.08%。對於反對派議員
綑綁否決方案的做法，60.83%受訪者認為反對派議

員應通過方案，認同綑綁者不足9.77%。69.47%受訪
者認為反對派以綑綁否決方案施壓不可能迫使中央改
變立場，僅2.65%認為可以。

最多人相信重啟「遙遙無期」
倘方案被否決，13.33%受訪者認為政制改革可在5

年後重啟；7.58%認為需時10年；2.5%認為需時15
年，比率合計較認為「遙遙無期」的27.65%更低。
在在未來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54.09%受訪者
表明會支持通過政改方案的議員，僅得13.03%會支
持否決政改方案的議員。
勞聯指出，調查結果反映大部分市民均希望通過

普選特首方案，並擔心一旦方案被否決，重啟政改之
日或遙遙無期。勞聯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通過方案，
令普選踏出第一步，否則將同時影響2020年的立法
會選舉制度的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團結香港基金昨
日公布委託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與
政治發展研究中心進行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
49.4%的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認為不應該通過的佔39.5%，支持比反對
多9.9個百分點。
是次民調於6月4日至6日進行，以電話隨機抽

樣進行，成功訪問1,200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市
民。抽樣方法採取兩階段的隨機抽樣。調查方法
以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進行資料蒐集工作。調

查問題是：「你認為立法會應唔應該通過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嘅建議方案？」
調查結果發現，認為立法會應該通過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的受訪者，佔 49.4%，認為不應該通
過的佔39.5%，「不認識方案」的則佔4%，「無
意見/好難講/拒答」佔7.2%。
是項由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政改民

調，自5月12日起前後做了4次，每次結果都保持
平穩。調查將繼續定期進行，並在完成後公布結
果。

勞聯民調：69%支持通過方案

新
社
聯
民
調
：
六
成
二
支
持
方
案

中大民調：支持比反對多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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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隆重其事發布首階段政改民意調查結果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隆重其事發布首階段政改民意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陳永棋（左四）認為，中央只會支持香港，
不會懲罰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新社聯以圖表方式公布調查結果。

■■調查顯示支持通過普選方案調查顯示支持通過普選方案
的民意非常清晰的民意非常清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