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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慎思民調」證主流挺方案
籲市民多比較勿只看個別結果 續游說議員通過政改

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早前聲稱

有中間人向他開價1億元，以換取他投票支持

政改方案，但「長毛」昨天承認確實有人利誘

他，但銀碼卻屬虛構。事實說明，用捏造「買

票」謊言這種卑劣手法來恐嚇溫和反對派議員

的，是梁國雄、陳偉業之類一貫說謊撒潑的無

品議員。他們企圖藉此令溫和反對派議員無法

回心轉意支持政改方案。若普選方案在死硬反

對派的種種阻擾破壞下不能通過，500萬合資

格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利被剝奪，梁

國雄等死硬反對派必須承擔責任。

「長毛」捏造「買票」謊言破綻百出。特首

梁振英嚴正批評梁國雄捏造1億元買票。梁振

英表示，政改是嚴肅的事，而梁國雄所指的事

涉及違法行為，促請梁國雄盡快向公眾交代詳

情，到底有關銀碼是虛構，或是整件事情全屬

虛構。梁國雄聲稱在今年2月已收到中間人要

求，他為何當時不立即交代，現在才「爆

料」，這明顯是因為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表決已

進入最後倒計時，梁國雄及陳偉業才匆匆虛構

「買票」謊言，來恐嚇溫和反對派議員，抹黑

中央政府。

社民連及從其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在

政壇上有別稱叫作「流氓幫」，這是由於「長

毛」等人的流氓無賴言行所致。梁國雄本來是

一名散工，靠抬棺材、燒輪胎、衝鐵馬、喊口

號和暴力衝擊發跡。梁國雄成為立法會議員

後，一副小人得志和暴發戶的醜陋嘴臉。他與

陳偉業、黃毓民三人，被政壇稱為「議會三

丑」。「三丑」不能以有益於香港的真知灼見

貢獻於議會，只能以大話連篇、無理取鬧來譁

眾取寵，充分暴露低劣水平。

落實普選目標，是中央、特區政府與全港

市民的共同願望，並為此作出不懈努力，盡

量爭取立法會議員的每一張支持票，這完全

合情合理、光明正大。梁國雄、陳偉業這類

一貫說謊撒潑的無品議員，竟然捏造「買

票」謊言恐嚇溫和反對派議員，更加說明激

進反對派為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可謂

無所不用其極，什麼下三爛的手法都可以使

出來。如果普選方案因為他們的種種阻擾破

壞而不能通過，他們就必須承擔葬送和扼殺

香港普選的責任。

（相關新聞刊A2版）

梁國雄捏造謊言須向公眾交代
政改方案將於本周三提交立法會審議表決。

激進組織正策劃衝擊立法會大樓，陸續將攻擊

性武器運到立法會門外的「帳篷陣」內。立法

會是制定法律的機構，以暴力包圍、衝擊立法

會，癱瘓議會運作，為法律所不容。警方必定

會嚴正執法，確保議會正常運作，議員能順利

進行表決。

反對派已經揚言，在政改方案表決之時，會發

動10萬人包圍立法會。屆時，激進分子極有可

能鋌而走險，採取違法暴力的行為，衝擊立法會

大樓，癱瘓議會運作。去年台灣「太陽花運

動」，少數激進學生佔領「立法院」，造成嚴重

混亂。去年本港也有示威者以反對立法會表決版

權修訂條例為理由，暴力衝擊立法會，令立法會

大樓的建築物遭受嚴重破壞。如今，政改方案表

決關乎香港的民主發展命運，阻礙議員就政改投

票、以暴力干擾議會運作，屬於違法行為。香港

是法治之區，絕不容許台灣「太陽花運動」佔領

立法機關的一幕在香港重演，更不能容許發生

「二次佔中」，讓香港再陷入無法無天的混亂局

面。

現時激進分子意圖重施故伎，企圖藉大批市民

集結在立法會外圍，突然衝擊立法會，製造混

亂。一些不明就裡的市民隨時會受到裹脅，被他

們「綑綁」參與「佔領」，成為其違法衝擊的棋

子。近日在立法會門外的種種不尋常舉動，也反

映激進分子有意大鬧一場。香港市民依法享有言

論自由，市民對政改有不同意見，可以在不違法

的前提下表達任何意見和訴求。如果採取激進暴

力的違法手段，肯定為法理難容。立法會議員出

入議會受法律保障，更應在人身安全不受威脅的

情況下、獨立自由地作出投票的決定。在反政改

的暴力恐嚇下，立法會議員如何能安心投贊成

票，冷靜地為香港作出明智抉擇？警方必須未雨

綢繆，充分評估風險，及早做好各項應對措施，

為出席表決的議員提供必要的保護，不能讓激進

暴力的行為危及議員安全、干擾議員的決定，同

時要確保議會外的集會依法進行，果斷制止一切

違法行為。

任何參與表達意見的市民也應保持理性和平的

態度，不要做出過激的行動，尤其要警惕激進分

子的險惡用心，不要受其煽動，更要與所有激進

分子及違法行動劃清界線，不要被其利用。

（相關新聞刊A6版）

維護議會程序 嚴防暴力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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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鼎：通過政改有利與中央互信 林煥光勸放下個人喜惡通過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由鍾
庭耀出任總監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
劃，與兩間大學的研究機構合辦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民調，最近的結果顯示
反對方案者比支持者多。行政會議成
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
昨日認為，民調主持人有明顯政治立
場，公眾需要考慮，又指不同問法會導
致不同結果。他指，主流民意一直支持
通過方案，反對派若不跟從民意投票，
需要解釋理據並承擔政治後果。
張志剛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認為，

舉辦此民調的數個機構，其主持人有明
顯政治立場，公眾需要考慮，及參考不
同民調結果，不要只相信一個，「不可
以說大學的（民調）就不可以質疑，亦
都不是說他錯，而是要看多些，因為實
際上不同的問法就有不同的結果。」
他直言，目前仍有較多人支持通過普

選方案，反對派如果不跟從民意投票，
需要解釋理據，「民意可供參考，我甚
至認為作為政治人物，有權不跟隨民意
投票。當不跟隨民意投票時，你要做兩
件事：第一，你解釋你的道理，為何不
跟隨民意投票；第二，承擔政治後
果。」

錯判中央「讓步」入「死胡同」
張志剛認為，反對派應該在最後階段

改變立場，支持普選方案通過，而落實
特首普選後，特區政府施政必定更傾向
普羅大眾，反對派無理由反對，「你
（反對派）的道理在哪裡？你如何可以
告訴我，做這件事會差了，說不出道
理。『泛民』當初做了錯誤判斷，認為
到最後中央一定會『讓步』，但發覺如
果中央不讓步時，現在變成走入死胡
同。」

「讓步」如「講價」回頭想又覺合理
他指，如果反對派純粹因中央不會

「讓步」、吞不下氣，而令香港損失特
首普選機會，就會出現眾多後遺症。他
並以購物時講價為例，「就像去泰國街
頭購物，你不減價，我就是不買。到最
後可能你會不高興，因為那件貨品你很
喜歡，價錢你回頭想又是合理的。」
張志剛擔心，如果特首普選方案被否

決，反對派與中央欠佳的關係無可避免
會繼續變差，會令香港繼續成為政治戰

場，氣氛繼續劍
拔弩張，整個香
港的精力繼續浪
費，「所以我覺
得甚麼都假，合
作最重要。」他
又指，如果有了
特首普選、將門
打開，將來立場
傾向中間的反對
派中人「出閘」
機會可能慢慢提
高，但若否決方
案、關上門，機
會就是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堅稱會否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民建聯副主席周
浩鼎昨日形容，目前中央與香港特
區之間的關係正處於「不佳」的狀
況，有如兒子與父親「嗌完交」，
需要「和解」的契機，而通過方案
是一個修補關係的良機，一旦方案
被否決，就等同「嗌完交仲要摑多
父親一巴」，這將影響香港與中央
未來的關係。
周浩鼎昨日在出席香港電台節目
《城市論壇》時指出，倘政改方案
不獲立法會通過，他相信到2017年
都無法再次重啟「政改五步曲」，
最快都要到2017年後，若反對派繼
續採取對抗的態度，凡事都反對及
拉倒，必定會影響到2047年後「一
國兩制」的定位及安排，故呼籲香
港社會在「後政改」時期後，仔細
思考香港特區未來的出路。
不過，同場的中文大學「本土學

社」發言人劉頴匡聲稱，「一國兩
制」並非香港人所願意接受的，只
是中央政府「強加到港人身上」，
更稱，「香港前途應該由香港人自

決，」堅決反對成為中國其中一個
直轄市，而應尋找一個「屬於自己
的出路。」周浩鼎即批評劉頴匡不
應該只顧「所謂正確的價值觀」而
不理會現實。
「政改民意關注組」成員李華明

則在同一節目稱，近日的民意調查已
很清晰地顯示，不支持方案但又想方
案通過的市民已經「越來越少」，據
關注組的民調顯示，有42%受訪者
反對立法會通過方案，50%支持通
過，兩者相距不足7個百分點，達不
到特區政府所希望的60%至70%支
持度，加上反對派已堅稱要否決方
案，他個人看不到會有奇蹟出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關據鈞、
鄭治祖）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指
出，港大民研計劃昨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
顯示，部分市民雖未必完全支持方案內容，
但為了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願意放下個人
喜惡去支持方案，他希望立法會議員亦能以
同樣態度支持方案。
林煥光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回應傳媒提問

時表示，港大昨日的民調結果顯示，部分市
民雖未必完全支持方案內容，但為了香港社
會的長遠利益，願意放下個人喜惡去支持方
案。他希望立法會議員能以同樣的態度支持
方案，而非只以個人喜惡作出判斷，最重要
的是「冷靜坐下來思考，憑政治良心去決
定」。
他強調，普選框架已經存在，現在只能選
擇「要」或「不要」，社會各界不應再糾纏
於所謂普選的「真」、「假」問題，「這已
是辯論了超過20個月的議題，考慮的重點早
已反覆思考。」
被問到如何評價今屆政府的政改工作，他

指出，特區政府需要參考中央政府的看法，
並深信當局已盡最大努力希望通過政改，而
「政改三人組」的努力是市民有目共睹的。

李慧琼：表決前改提委會不實際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昨
日出席民建聯義工頒獎禮後接受傳媒訪問時
表示，本周三就開始在立法會表決，而只要
一天未完成表決，大家都要懷最大的希望，
希望有議員回心轉意，但從各方的跡象顯
示，能夠通過的機會是十分微的。
她續說，不少市民希望2017年特首普選

方案通過，亦相信通過後香港民主有進
步，而中央亦已掌握香港民情民意，包括
準備投反對票的人的訴求，不過她相信，
在表決前數天仍提出改動提名委員會並不
實際，並重申在第二次政改諮詢期間，她
已多次提醒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按照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下提出一些新建
議，但他們卻錯過了黃金溝通機會。

港大民研昨日公布於本月8日至9日進行的「慎思
民調」結果，指以電話隨機抽樣方式訪問了

1,004名市民，發現若是「個人考慮」，有49%受訪者
表示應該支持通過方案，反對方案者有39%，但若從
「社會整體考慮」，支持方案者增加了1個百分點至
50%，反對者則顯著減少6個百分點至33%。

考慮社會整體角度 支持50%反對33%
梁振英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中引述是次「慎思民
調」的結果，指支持或認為從社會整體角度考慮，是
應該支持立法會通過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方案的人有
50%，反對者有33%，反映支持通過的人較反對的人
多很多。

他續說，數日前，包括香港大學在內的3間大學聯合
進行有關普選方案的滾動民意調查所得結果，顯示所
謂「黃金交叉」，即支持者反而落後反對者，反對者
「反超前」，反映了不同機構進行的民意調查，「它
問的問題得出的結果很不一樣，過去一段時間的趨勢
亦表現得很不一樣。所以市民大眾在看這些民意調查
時，我們確實是要多看、多比較，從各個方面了解，
這個是關於民意調查的。」

籲政黨不應綑綁其他議員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在餘下數日會繼續努力，向

社會解釋通過方案的意義和重要性，並會繼續盡最大
努力游說所有立法會議員，請他們支持。「因為我們

能夠走出這一步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們今年錯失了
這個機會的話，不知道下一次是何時。下一次提出方
案時，亦不知道即使『泛民』議員可以支持，我們是
否可以在整個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的大多數議員的支
持。所以，政府會不遺餘力地在未來幾日，繼續做好
有關的工作。」
他重申，政改是在香港社會和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尤其是立法會議員面對政改更應慎重，重申議員、尤
其是「泛民」政黨不應以任何手法綑綁其他議員，在
普選方案表決時的投票意向。正如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也稱，沒有綑綁議員，他希望議員能為香港長遠和整
體利益設想，尤其是民主發展，都能憑個人意願，而
非憑另外20多名議員的意願去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將於後日表決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昨日公布「慎思民調」結果顯示，

倘從「社會整體考慮」，有50%

受訪巿民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特

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引述該調查

指，是次調查和3間大學日前公布

反對方案者多於支持的民調結果迥

異，說明了支持方案仍是主流民

意，香港社會更應多比較不同民

調，避免只參考個別結果。特區政

府仍會在餘下數日不遺餘力向社會

說明通過方案的意義和重要性，並

繼續游說所有立法會議員支持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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