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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協發聲明 挺方案籲通過
林鄭冀運用人脈凝正能量 使議員聽到大眾聲音

友好協昨日舉行慶祝回歸18周年暨該會成立26周年
晚會。該會一眾首長，包括會長戴德豐，副會長

余國春、洪祖杭、林樹哲、霍震寰，秘書長盧文端及司
庫黃英豪，會前於場外高舉標語、高喊支持普選方案的
口號，戴德豐並代表該會宣讀支持方案的聲明。

戴德豐籲議員隨從民意
戴德豐表示，特區政府提出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將在立法會進行審議、表決，該會全體會員堅決支持方
案，並呼籲立法會議員隨從民意，接納並通過方案，實
現普選，讓香港市民有機會投下神聖一票，推動香港民
主發展穩步前進，確保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香港
市民團結和諧、安居樂業。
出席晚會的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香港回歸以來，
能夠充分發揮獨特優勢，穩步發展，實有賴香港基本法
所提供堅實的基礎。香港基本法體現了國家對香港的方

針政策和莊嚴承諾，也保障了市民的權利和自由，是一
份對香港極為重要的憲制性法律文件，也是香港賴以成
功的基石。
她續說，在四分一世紀之前，香港基本法已經為香

港訂下了普選目標。立法會在下星期便會就普選方案
決議案進行辯論及表決，而友好協會員都是各行各業
的領袖和精英，人脈廣闊，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舉足輕
重。

林鄭促為港政制發展揭新一頁

林鄭月娥呼籲，「我相信大家在這個關鍵的時刻，都
會積極為香港凝聚正能量，使立法會議員聽到大眾的聲
音，通過特區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相關決定提出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落實普選，
讓全港500萬名合資格選民能夠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
候，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一任行政長官，為香港的政
制發展翻開新一頁。」
出席晚會的中華海外聯誼會副會長林智敏在致辭時則

指，香港進入全面推進政改的關鍵時刻，立法會即將就
普選方案進行表決，有目共睹的是中央政府始終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始終如一支持香港
依法實現民主、實現普選特首。

林智敏：500萬人選特首是民主飛躍
她強調，香港民主是在回歸祖國後才真正起步的，

香港回歸20年就有機會做到500萬名合資格選民「一
人一票」選特首，是民主發展的飛躍，蘊含香港市民
的心血和期盼，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努力，希望大家
繼續理性、踴躍、響亮、持續發聲，萬眾一心，推動
香港民主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臨近表決，香港友好協進會昨日

發表聲明強調會堅決支持方案，並呼籲立法

會議員通過方案，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穩步前

進，確保香港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署理特

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則希望友好協會員運用

廣闊人脈，積極為香港凝聚正能量，使立法

會議員聽到大眾聲音，讓選民在回歸20周年

時「一人一票」選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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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在
即，反對派宣稱方案「袋住先」等如「袋一世」，恐嚇港人不
要支持方案。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重申，從
法律和政治角度來看，2017年普選落實後，普選辦法將來可以
再探討如何修改。他又質疑反對派宣稱綑綁投票，並要求他們
要向市民交代否決方案後，如何能爭取到一個符合反對派要求
的普選。
袁國強近日接受《明報》訪問時指，法理上，2017年後香港可
以按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程序，提出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這是「法律賦予的權利」，沒有寫明不准改。
他續說，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李飛來港講解「8．31」決定時也說過，特首普選辦法將來可以
改。政治上，中央角度希望先推行普選、汲取經驗，從香港發
展或宏觀角度來看人類發展歷史，亦難看到有制度是會停下來
不動的。

批反對派搞政治騷
被問及「8．31」決定如何修改，袁國強認為，實踐2017年特

首普選後可以探討，如提名委員會組成可以討論增加組別，或
刪減某些組別的議席；候選人數目為兩三名的規限，可根據政
治環境改變而增加。至於「過半數」提名門檻能否改，他說，
一般機構用過半數來作決定，在法律上是普遍的，「但亦非唯
一的方法。」
袁國強批評，反對派過去花了很長時間要「公民提名」、

「三軌制」，不願在基本法之內談政改，一旦否決方案，他們
必須向市民交代如何能爭取到一個符合反對派要求的普選。

「我們做的事是影響香港，那就要撫心自問，所做的事是對整個大局有
影響，還是出來做一個政治騷，如今仍要求撤回『8．31』或『公民提
名』，他也可以說是個建議，但這建議是否realistic（實際）？」
他強調，政改關係到香港前途，「不是細路仔玩」，呼籲反對派認真

看待自己的責任及投票權利，「不是每一個議員有獨立的分析、有自己
的意願嗎？為何要綑綁投票？這要向選民交代。」

棠哥忠告反對派：否決方案變「玻璃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在即，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特區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昨日呼籲反對派死心，不要以為中央最後
關頭會在政改問題上讓步，倘反對派否決方案，中央與反對派的信任會徹底
破裂，中央日後會當反對派是「玻璃人」，也不會再有平台溝通。他呼籲反
對派議員顧及大局，找出鎖匙「鬆綁」支持方案，「我們要做普選的推手，
不要做普選的殺手。」
鄭耀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在北京會見大律師公會代表時，已表明全國人大常委
會「8．31」決定框架下的方案未經實踐無得改，只有實踐過才可以改。
他強調，香港第一次實行特首普選，中央角度一定要審慎，中央官員已經講

清楚政改的底線，不會讓步，反對派議員應該死心，不要再爭取「無可能的訴
求」。一旦特首普選方案不獲立法會通過，將是一個很大的悲哀，因為香港人
爭取多年的民主，最後被反對派扼殺，而中央和反對派的信任也會徹底破裂。
鄭耀棠並引述中央官員及《人民日報》說，今次政改是考驗港人的試金石，

測試議員對中央管轄的態度：「8．31」決定是中央政府最高權力機關的決定，
反對派作為一個地方政府的議員卻反對，反映他們不服中央政府對港管治。
他續說，一旦方案被否決，則反映反對派政黨不信中央管治，相信中央日
後會視反對派為「玻璃人」，對他們的態度是「當他們透明」、「不會聽他
們說話」，也不會再有平台溝通或有類似深圳的會面。
鄭耀棠認為，中央不會因為方案被否決而懲罰港人，反而會在香港加強愛
國愛港力量，與反對派競爭議席，要他們「票債票償」。針對香港不少年輕
人不重視也不懂香港基本法，民族意識較低，中央政府會全面檢視對港政
策，國民教育會是其中一部分。

冀議員顧大局「不要做普選殺手」
不少政界人士對方案獲通過感到悲觀，但鄭耀棠仍然抱「審慎樂觀」的態
度。他說，有反對派私下向他表示已爭取民主30年，現在有機會普選特首是
一個很大的跨越，也有反對派議員曾跟他說希望通過方案，質疑反對派「開
始時講大咗，爭一些不可以實現的東西，以致返不到轉頭」。他呼籲反對派
議員顧及大局及市民普選特首的期望，找鎖匙解除綑綁式投票，能支持通過
方案，「我們要做普選的推手，不要做普選的殺手。」

僑界社聯籲議員順民意撐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黄晨）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昨日舉行撐政改聲明大會，全國政協常委、
僑界社團聯會會長余國春呼籲所有立法會議
員，不分派別，摒棄偏執，順應民意與世界潮
流，投票支持來之不易、得到社會共識的方
案，讓香港市民在2017年可「一人一票」選出
他們心儀的特首。下周三及周四，該會數百名
會員將在立法會大樓外和平集會，為投支持票
的議員打氣，與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通過
的市民一起，在場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余國春：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理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昨日在會所舉行撐政改聲
明大會，該會屬下逾60名屬會負責人出席。余
國春指出，政改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
理。方案循序漸進落實民主，比原地踏步為
佳，一旦通過將有利香港整體營商發展，有助
香港民主發展向前邁進，有利「一國兩制」在
港落實，及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發展。
他續說，「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能夠實現，
將會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飛躍。由特區政
府開展首輪政改諮詢，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
「8．31」決定，到特區政府公布特首普選方
案，多個民調結果均顯示主流民意「五大共
識」－支持特首普選方案；立法會應通過特首
普選方案；立法會應按市民意願投票；普選須
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進行；盼望「一人
一票」選特首。

促勿剝奪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權
余國春指出，僑界社團聯會凝聚社會各階層

人士，來自各階層的會員均表達了支持政改方
案通過的意願，社會上支持立法會通過特首普
選方案的民意越來越響亮，支持的民意，一直
佔六成或以上。他促議員勿剝奪市民「一人一
票」選特首權利。

數百會員下周三四立會大樓外集會
他透露，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數百名會員將於

下周三及周四在立法會大樓外和平集會，代表
香港僑界發聲，表明大多數市民心聲；凝聚社
會正能量，壯大支持方案陣營聲勢。他們會堅
持用和平、理性態度表達意見，守護香港法治
精神。
聯會副會長王欽賢補充，集會表達大家心

聲、為政改方案通過打氣、能齊齊見證歷史時
刻，很有意義，籲會員支持和參與。
常務副會長陳金烈對政改方案的通過審慎樂

觀。他說，方案通過能讓香港有更多發展的機

會，勸諭反對派不要為個人和政黨目的破壞香
港繁榮穩定。
副會長梁淦基指，政改方案通過符合香港最

高利益，我們要勇敢表達自己的支持，不能讓
廣場上只有反對的聲音。

李潤基：通過方案符港長遠利益
副會長李潤基則呼籲不同政見人士不要針鋒

相對、不要心存敵意，通過政改方案符合香港
長遠發展利益。
副會長王錦彪指，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

性文件，不可挑戰，日後可以修改，但修改需
循序漸進。他更批評反對派為反對而反對，籲
大家在這一關鍵時刻更要團結。
聯會青委會主任廖宇軒表示，政改方案的通過

是香港民主前進重要一步，部分人的反對，不能
代表全部香港青年人的心聲。他身邊的很多僑青
都支持政改方案，並會積極參與集會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2017年特首普
選方案即將表決，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至今仍堅
持否決方案。全國政協
常委唐英年昨日坦言，
方案獲通過的機會越來
越渺茫，對此感到焦
慮，呼籲各黨派議員支
持方案，珍惜市民「一
人一票」選特首的機
會。
唐英年昨日出席一活
動後表示，普選方案即
將在立法會表決，但他
在過去數星期感到焦
慮，呼籲無論是建制派
或是反對派的議員都要
支持方案，珍惜市民
「一人一票」選特首的
機會，並強調這是社會
的共同願望。他續說，
現時是踏出普選的一
步，希望能夠展開這一
步，之後再不斷優化。
被問到方案通過的機
會，他坦言越來越渺
茫，所以才感到焦慮，
認為不應浪費這樣好的
契機，議員也要為香港
長遠發展負責。

東區北區區會 通過動議挺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東區區議會及北區
區議會昨日分別以大比數通過，支持特區政府根據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及香港基本法，提出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動議。多名區議員強調，法治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特首普選也必須依法辦事，若尋
求法律框架以外的方案是「無規無矩」。他們呼籲反
對派表決前應「停一停、諗一諗」，拿出政治膽量和
勇氣投票支持政改，讓香港民主跨前一大步，「講多
無謂，有票最實際。」

陳勇籲順主流民意投支持票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昨日在北區區議會上提出動議，

支持按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及香港基本法落
實2017年特首普選。他強調，特首普選方案將於下周
三開始表決，大多數香港市民都支持方案通過，希望
反對派議員順應主流民意，在表決當日投下支持票。
和議的工聯會區議員黃宏滔批評，反對派宣稱中央

及特區政府「態度強硬」，但他們自己就「企硬」。
他促請反對派「破冰」通過方案，讓市民可於2017年
「一人一票」選特首。
民建聯區議員藍偉良則寄語反對派表決前「停一

停、諗一諗」，拿出膽量投下贊成票，「我明白『民
主派』有理想，但步伐過急係會跌倒，更不應被激進
派綑綁投票。」
北區區議會副主席侯金林說，民主不能「一步到

位」，「反對派時常打着民主旗號，但竟剝奪港人投
票權利後，仲口講民主。這樣的做法是講唔通的。」
最後，動議以22票支持、1票反對獲得通過。
同日，獨立區議員羅榮焜在東區區議會提出動議，

指香港競爭力下降、政制爭議持續，香港難以發展，
故應打破現時政治僵局，集中發展經濟。
民建聯區議員鍾樹根直言，不少街坊向他表達對落

實特首普選的心願，但反對派卻「阻住地球轉」，令
香港民主倒退，希望溫和反對派不要被「曾做虧心
事」的反對派「大佬」綑綁，支持政改方案，「若方
案遭否決，特首普選便會『蘇州過後無艇搭』。」
民建聯區議員丁江浩則強調，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故香港須按「8．31」決定和香港基本法落實特首
普選，又質疑反對派尋求框架以外的方案是「無規無
矩」，「區議會及立法會均是『一人一票』選舉，現
時只欠特首普選。講多無謂，有票最實際。」
工聯會區議員趙資強則批評，若反對派堅持所謂

「理想」而否決方案，就會成為「歷史罪人」，「普
選無分真與假，唔啱你就話假，這是輸打贏要。」最
終，有關動議以31票贊成、5票反對獲得通過。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舉辦撐政改聲明大會。 黃晨 攝

■■東區區議會議員舉手東區區議會議員舉手
通過動議通過動議。。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