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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籲為港利益勿綑綁投票
促反對派兼聽不同民調 按個人意志抉擇

「鍾氏民調」被批具引導性影響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陳庭佳）由3間大學

聯合進行、被批評可信性成疑的特首普選方案民意調查
昨日公布最新結果，稱反對政改方案的受訪者比率首次
超越支持率，分別是43%及41.7%。政界人士昨日指
出，民調結果有升跌十分正常，單憑一個民調結果便作
出「最終判決」並不合適，又質疑有關「鍾氏民調」提
問方式具引導性，排除了部分受訪者雖不太支持方案，
但仍希望立法會議員先通過方案，影響調查結果。
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合作的民調，昨
日公布最新一輪結果。該調查於6月3日至6月7日進行，
共訪問1,115人。結果稱，支持政改方案者比率為
41.7%，反對者比率達43%，表示「一半半」、「唔
知」、「難講」或「不認識」方案的市民則有15.3%。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昨日稱，最新民調
結果反映香港市民「想清楚」後，明白到通過政改方案
是「袋一世」，將得不償失。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也稱，
越來越多人覺得要否決方案。

陳永棋：民調問題不應具引導性
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昨日出席公開

活動後說，他不想評價其他機構的民調結果，但強調民調
不應提出引導性問題，「支持或反對特首普選方案，與立
法會應否通過政改方案是兩回事。沒有普選方案是完美
的，有市民認為即使方案不完美，但也是現行最好的方
案，希望立法會投票通過政改，這是香港的現實。」

唐英年：表決要考慮很多因素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被問及有關問題時指出，民調

雖然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並不代表一切，議員表決方案
時仍要考慮很多因素。

簡松年：問題不同 結果不同
廣東社團總會副主席簡松年亦指，不同問題會衍生

不同結果，並期望所有民調都是公平公正的。

鄭耀棠：有人不太支持仍盼通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特區行會成員鄭耀棠指出，民
調只是參考，有關結果視乎提問方式而有所不同。他指
出，政改討論剛開始時，民調是問「你支不支持」，如
今政改方案已在立法會等待通過的階段，民調就應該問
市民應否通過而非是否支持，因為部分市民雖不太支持
方案，但仍希望方案通過，讓民主踏前一步。

葉國謙：不應以一次民調作「判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認為，單憑一個民調結果

便作出「最終判決」並不合適，因為不同民調有不同背
景，希望大家多看不同民調結果。例如民建聯早前公布
的同類民調，結果顯示超過五成市民支持通過方案，其
他民調普遍亦有五成受訪者要求立法會通過方案。
他續說，有反對派議員對是次民調結果感到興奮，
以為可以減低他們投反對票的壓力，但反對派早已表明

不會跟隨民調走向決定投票意向。至於民調結果會否對
民建聯造成壓力，他重申，香港市民希望落實2017年
普選特首的訴求非常強烈，如果全港500萬名合資格選
民的投票權被剝奪，這是不負責任的。

蔣麗芸：要考慮地區人士意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蔣麗芸指，民調結果有升跌十分

正常，她會尊重和參考民調，但認為不可單靠一個民調
便決定投票意向，同時要考慮地區人士的意見。

葉太：提名限制較想像中寬鬆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有很多原因影響到民調

結果下跌，如負責港澳事務的3位中央官員早前在深圳
與反對派會面後，反對派仍然企硬，令市民感到方案不
會獲得通過。但她強調，方案並非無商無量，例如行政
長官提名方面的限制已較想像中寬鬆。

田北俊：自由黨5議員支持方案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則指，自由黨5名立法會議員

仍然會支持通過方案。他擔心方案被否決後，未來幾年
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會遇到更大困難。

3間大學昨日公布的民調稱，反對政改方案者比率超越支持者比率。梁振英於香港時間昨日在芝加哥會見傳媒時說，坊間有很多不同的
民調，不同的民調各有不一樣的問題，香港社會應參考不同民調的結
果及趨勢，「過去一段時間，不同民調對支持或反對政改、立法會應
否通過政改的結果趨勢都不一樣。作為特區政府、香港市民、立法會
議員都應該兼聽，參考不同民調的結果及趨勢。」
他強調，中央有誠意、有決心在香港落實特首普選，但必須根據香

港基本法的規定，並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來辦
事，「一切都是根據法律辦事，也是本着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來作
出人大『8．31』決定，相信全體議員會本着香港整體長遠利益投
票。」

強調中央依法辦事 不用其他手段
《蘋果日報》昨日在頭版煞有介事地報道稱，中央以3億元利誘反
對派支持政改方案，梁振英強調，中央一切都是根據法律辦事，不相
信中央會用其他手段，使得特首普選方案在原來不能夠通過的情況下
通過，「我（在美國）看不到有關報道，但大家可以用常識來判斷。
立法會議員投票應該按照本人的意志投票。」
他續說：「尤其重要的是甚麼呢？我過去已說過，立法會議員投票

應該按照本人的意志投票，任何派別的立法會議員都沒有需要綑綁或
被綑綁來投票。在立法會內出現某一些人，他們要綑綁或者接受被綑
綁的話，本身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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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至今仍然聲稱要綑綁否決方案。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強調，中央有誠意、有決心在香港落實普選，但必須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並依據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框架來辦事，期望全體立法會議員本着香港整體長遠利益投票。他又呼籲，反對派議員應按照個

人意志投票，不應綑綁或被綑綁來投票，特區政府亦會兼聽及參考坊間不同的民調結果趨勢。

■梁振英呼
籲，反對派議
員應按照個人
意志投票，不
應綑綁或被綑
綁來投票，特
區政府亦會兼
聽及參考坊間
不同的民調結
果趨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在即，不少政圈中人批
評反對派堅稱要綑綁否決方案。民主黨成
員、「政改民意關注組」成員狄志遠亦質
疑反對派近年「群龍無首」，爭取民主的
策略不成功，甚至在激進派壓力下不斷自
我否定，導致迷失方向。他預期一旦方案
被否決，香港普選至少被拖遲10年才能重
啟。
狄志遠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目前特

首普選方案通過機會低，社會秩序及價值
觀亦被破壞。
他擔心一旦方案遭否決，香港再沒有普
選時間表，所有政改爭拗從頭來過，抗爭
氣氛會持續，香港普選至少會被拖遲10年
才能重啟。

撐黃成智講「良心話」
眼見黨友黃成智因發表不同於「黨大

佬」堅稱要否決方案的言論而遭建議革除
黨籍，狄志遠仍表明要講「良心話」。他

說，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框架
比想像中保守，反映反對派策略不成功，
但卻要香港市民「埋單」。
他又慨嘆反對派「群龍無首」，在整個

政改問題上只是「靠邊站」，民主黨作為
較有實力的政黨，內部也非常混亂，「怎
能期望整個『泛民』能夠有人號召和統
合？」
狄志遠又指，傳統反對派爭取民主30年

後，出現「自我否定」問題。例如民主黨
在2010年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民意創歷史
新高，卻因為被質疑「轉軚、票債票
償」，就否定當年的決定。

倡中間派與中央互動破冰
他舉民主黨當年不支持所謂「變相公

投」，今次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卻提
出辭職發動所謂「公投」為例，指連串自
我否定反而令他們「失去方向」。他期望
更多走中間路線的反對派出現，能促進與
中央的互動，改善僵局。

反對派：未聽過「3億買票」建制派：謠言惡毒

狄志遠憂普選被拖遲10年

李慧琼：民建聯必投票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昨日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會
面，討論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民建聯主
席李慧琼在會後引述林鄭月娥表示，特區
政府目前仍未能爭取足夠票數支持方案，
相信方案通過機會不高，民建聯對此感到
失望。李慧琼強調，民建聯12名議員必定
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並呼籲反對派議員放
低包袱和意氣之爭，從香港社會大局出
發，轉投支持票。

與林鄭譚志源會面交流

民建聯9名議員昨日在政府總部與林鄭月
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會面，
就政改問題展開交流。李慧琼在會後表
示，民建聯必定投票支持政改方案，認為
落實普選有利香港民主、長遠發展及國家
利益，呼籲反對派議員尊重市民意願，投
票支持政改，令香港政制繼續向前發展。
她引述林鄭月娥指，現時仍未爭取到足夠

票數通過政改，民建聯對此感到失望，希望
特區政府盡最後努力游說議員，並指政改表
決後，政府將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民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與林鄭月娥會面討論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陳庭佳）
《蘋果日報》昨日頭版引述「人民力量」立
法會議員陳偉業稱，他「聽聞」中央政府以
3億元利誘反對派議員投票支持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多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均表示，未
聽聞過有人以3億元利誘他們支持方案，更
直指有關傳言荒謬。有建制派議員認為，發
布此等惡毒謠言者，是試圖「恐嚇」其他反
對派議員，令他們不能「轉軚」支持方案。
向《蘋果日報》放料的陳偉業昨日聲稱，
有議員「親口」向他證實，有人以1億元利
誘他投票支持政改方案，但拒絕進一步透露
該爆料者所屬政黨。他又稱，自己也曾被人
游說支持方案，但當追問到游說內容時只
稱：「在言談間令我感到對方會間接表示提
供利益。」至於是甚麼利益，陳就稱：「對
方沒有進一步說明。」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有關傳言含沙射
影，十分荒謬。就算300億元、甚至3,000
億元，民主黨都不為所動，相信其他反對派
議員也不會如此貪錢，「如果貪，一早就貪

咗啦。」
民主黨議員單仲偕稱，所謂「3億利誘」

的傳聞不太可信，自己未受過任何利誘，僅
不斷有人游說他支持方案，以及希望了解最
新形勢。他更笑稱：「我知邊個，就係唔係
我。」
工黨主席李卓人稱，該黨未有聽聞中央利

誘反對派議員支持方案的消息，「如果（消
息）係真的，就唔會公開畀人知道啦。」
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則稱，有關消息是有組
織的抹黑，但就黑心地詛咒道：「邊個（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臨尾轉軚，就要自殺謝
世！」

葉國謙：傳聞荒謬無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批評，有關傳聞
荒謬、無聊、無可信性。

葉太：圖令議員不能「轉軚」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則指，所謂「買票」

的傳聞是惡毒謠言，並不可信，有人試圖藉

此令反對派議員不能「轉軚」支持政改方
案，免得被人以為被收買。

陳永棋：報道「笑話」市民勿信
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

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形容，有關報道是「笑
話」，寄語港人不要誤信謠言，「消息是謠
傳。人人各有不同的政治目的，若要醜化他
人，作咩都得。香港市民不要聽信謠言。」
他強調，立法會通過特首普選方案，是目

前最佳選擇，「大家想香港行咩路？若通過
政改，香港可以重回直路，今後再循序漸進
優化選舉辦法。若否決特首普選方案，未來
兩年都不應再討論政改，而是聚焦經濟及社
會發展。」

唐英年：議員有尊嚴職業操守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回應指，他不相信有

人會以金錢利誘反對方案的議員，認為議員
有尊嚴及職業操守，必定不會接受有關做
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50後」、「60後」齊聲
譴責反對派扼殺民主發展，怕
有生之年仍未能普選特首。20
多名「同心護港」成員昨日由
金鐘海富中心遊行至立法會示
威區，表達對政改方案的支
持。現年56歲的「同心護港」
發言人曹達仁感嘆，在英國殖
民統治下，港人沒有選擇港督
的權利，如今祖國協助香港落
實普選，卻遭反對派騎劫。
「同心護港」成員在遊行期
間，揮舞中國國旗、特區區旗
及播放國歌；沿途高呼「『一
人一票』選特首，『泛民』請
你即刻走」、「全港市民被騎
劫，禍港禍國是『泛民』」，
以及「黑金禍港、問你點擋」
等口號，批評反對派粗暴抹殺
香港民主向前邁進的機會。

籲還有生之年選舉權
「同心護港」成員宣讀聲明，
指英國雖以民主國家自居，但管
治時，港人都沒有選擇港督的權
利，甚至連透過代表提名港督的
權利也沒有。隨着香港回歸祖
國，基本法賦予港人「一人一
票」選特首的機會，卻被反對派

議員、一小撮激進分子及部分只
講理想但不諳真相的青年阻撓。
團體呼籲反對派還他們在有生之
年的選舉權利。

雞蛋番茄擲反對派議員肖像
為表達對反對派在議會上胡

亂擲物粗鄙行為的不滿，團體
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把印有26名反對派議員
肖像的橫額繫於鐵馬，並準備
兩盤雞蛋及多個番茄，供成員
排隊朝橫額投擲。有成員怒斥
反對派議員不務正業，只懂搞
氣氛，破壞議會莊嚴。團體要

求反對派代表接收請願信，但
他們未有出現，請願人士遂把
信件撕毀。

120萬簽名足夠反映民意
參加遊行的曹達仁表示，早

前有團體收集120萬人在街站的
簽名，已足夠反映民意支持政
改方案通過。他又特別點名批
評公民黨梁家傑是阻撓落實普
選的「罪魁禍首」，要求一眾
反對派議員「票債票償」。
家庭主婦董女士不滿反對派

騎劫大多數港人的意願，指既
然有120萬名市民接受政改普選

特首方案並上街簽名，反對派
應該尊重結果，不應一意孤
行。她又怒斥反對派不斷「搞
小動作」，更煽動大學生、年
輕人違法。她下周三會到立法
會外，支持愛國愛港的議員。
已退休的李女士支持經提委

會篩走禍港人物後，提名有能
者讓港人選擇。她批評反對派
虛構所謂「假普選」，並希望
大家認清反對派的政治動機，
又指無論政改方案最終能否通
過，都要反對派「票債票
償」，令他們滾出立法會，還
社會安寧與文明。

▶「同心護港」抗議反對派扼殺全港選民普
選權。 潘達文 攝

▲「同心護港」準備兩盤雞蛋及多個番茄，
向反對派議員肖像投擲。 潘達文 攝

長者長者「「同心護港同心護港」」批反對派騎劫普選批反對派騎劫普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