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經公開說過，政改是我公務生涯中最具挑戰性
的工作。事實上，處理政改不單是一項公務，更是一
份為香港政治體制開創歷史的使命感。自從行政長官
於二○一三年十月宣布成立由我領導的政改諮詢專責
小組（專責小組）以來，推動政改一直都是我放在首
位的工作。

在這二十個月以來，我出席了124場諮詢會及論壇、
約20次落區進行宣傳，也先後約100次會見傳媒回應
有關政改的提問，其他與立法會議員、專業團體和學
者的會面更是不計其數。我和其他官員「瞓身」參與
政改工作，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把選票送到全港
五百萬合資格選民手上，讓大家可以由二○一七年起
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從回歸以來的政改工作可見，推動民主發展是一條
崎嶇道路，難度極高，特區政府嘗過成功和失敗，記
憶猶新。在過去二十個月裡，儘管專責小組多番努
力，都無法說服部分泛民議員和某些政團，政改必須
建基於《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
定。偏離這個清晰的法律基礎，普選只會是「鏡花水
月」，難以實現。今天的情況着實令人擔心。

我在一九八○年加入政府，從事公務已35年，在不
同工作崗位上認識各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從我和一眾
議員多年來的交往，我真誠地相信，我們都是為香港
的未來而努力。我宣誓任職主要官員時，和立法會議
員宣誓就任時一樣，都承諾會擁護《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服務。縱然官員與議員的角色不同，大家對一些政策或
事件的立場有時甚至是「南轅北轍」，但出發點都應是
為全港市民着想。我亦時刻銘記，制定任何公共政策，
必須以全港市民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及福祉為依歸。

放在我們面前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就正正是一
套以同時符合國家和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為依歸的
方案。它完全符合《基本法》和去年八月三十一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決定》(《8‧31決定》)的
有關規定，符合特區政治體制設計的原則，並用好
了《決定》提供的空間，設計出一套公開、公平、
公正及具競爭性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這個方案既
能回應社會各界人士要求如期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
強烈訴求，亦能在眾多不同的意見中取得平衡，切
合香港現時的實際情況，讓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得
以落實。方案內有以下三個民主、開放的元素，特
別值得注意：
1.入閘門檻低 利更多競爭：我們建議採納比現時低

的推薦人數下限，並首次引入推薦人數上限，即有志
成為行政長官參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20名但不多於240
名提名委員會委員聯合推薦，制度上可容許最少有五
個和最多10個參選名額，為爭取提名過程提供更多選
擇，從而提高競爭性；
2.投二至N票 利公平競爭：提名委員會委員可完全

按照參選人的理念、政綱及表現去考慮是否支持所有

參選人，不用因為他手上的票數有限而要作出取捨。
參選人因而可以有更大空間去爭取提名委員會委員的
支持，而提名委員會委員亦有更大空間支持心儀的參
選人；以及
3.提委投暗票 利自由選擇：由於提名委員會委員無需

公開他們的投票取向，他們可在免受任何壓力的情況
下，憑其自由意志提名他們認為值得支持的參選人。

這個普選方案是合憲、合法、合情、合理的，而且
是公開、公平、公正、具有競爭性的，值得向社會推
介。相對於目前由1,2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去選出行
政長官，現時政府提出的方案肯定是一個歷史性的進
步。若然立法會否決方案，香港政制發展只能原地踏
步，要達至普選行政長官這目標和隨後可普選立法會
所有議員的目標將遙遙無期。

在政改的討論中，泛民議員重複得最多的其中一項
「否決理據」，就是擔心通過方案後，日後就沒有改
善的空間，即他們所謂的「袋一世」。我希望在此再
次重申：《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二○○四年的《解釋》已清楚提供可啟動進一步修改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法律基礎及程序，因此根本不存
在「袋一世」的問題。至於是否有需要進行修改及啟
動相關修改程序，將按上述的程序，由當任行政長官
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作出考慮。

另一個常常使用的「否決理據」，就是特區政府沒
有如實將香港市民（特別是泛民議員）對政改的意見
及訴求向中央反映，所以一切應該推倒重來。我再次
鄭重指出，行政長官及專責小組在去年七月提交全國
人大常委會的報告，已如實反映我們在諮詢期間收到
的意見，所有收到的書面意見亦已原文收錄在專責小
組報告的附錄內。此外，特區政府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8‧31決定》前，亦先後四次安排包括泛民議員
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與中央負責政改的官員會面

（包括去年三月由我主持的早
餐會、四月的上海之行、七月
在政府總部與中聯辦主任會面
及八月的深圳座談會），讓議
員直接向中央官員表達意見。因此，任何對特區政府
「蒙騙中央」的指控根本不成立。

各位泛民議員，在立法會會議廳內，你們坐在政府
官員的對面，但「對坐」不等於「對立」。我們在不
少社會民生議題上都可以在激辯之後達致共識，令利
民政策可以順利執行。在政改的問題上，雖然我們對
落實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安排未必有一致的看法，但
這並不代表我們今天必然要處於對立面。既然大家都
是為香港的民主發展而努力，我希望大家可放下成
見，朝着這共同目標邁進，不要放棄通過方案的機
會，不要讓二○一七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的
夢想幻滅。

雖然泛民議員已多次公開表明會綑綁投票，否決任
何根據《8‧31決定》框架提出的方案，但我想再次懇
切呼籲泛民議員三思。多項民意調查顯示，支持通過
方案的受訪者多於反對的數目，民意傾向非常清晰。
我衷心希望在方案表決時，你們可以按多數民意，投
下支持普選行政長官方案的重要一票。

現在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我固然擔心社會
上會否因應政改即將表決而再次出現激烈的抗爭行
動，但我更擔心的是政改方案若然被否決，香港的民
主發展將停滯不前，社會及議會繼續內耗，最終受害
的將會是全港市民。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
人，想到這情況，怎可以無動於衷？我希望泛民議員
能權衡箇中利害，為了讓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可手
握一票，為了讓香港的民主發展踏出歷史性的一步，
請拿出政治勇氣，作出明智抉擇，通過普選行政長官
方案。

政務司司長 林鄭月娥

望「泛民」議員回心轉意 通過普選方案
為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特區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修改《基本法》附件一的議案，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將會在本星期三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通過該議案，預計可於本星期內完成辯論

並付諸表決。立法會41位建制派議員已公開表示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方案能否得到立法

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讓全港五百萬合資格選民能夠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下一

任行政長官，繫於立法會泛民議員的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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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累鬥累」民主永止步
盼激情過後思後路「你我不相就」經濟民生無寸進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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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考試季節剛剛過去，不少中學畢
業生可能會於畢業後選擇投入勞
動市場，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
宗昨日在網誌以年輕人為前路的
抉擇來比喻政改，指擺在年輕人
眼前的路或未能一步登天，但能
夠提供機會和階梯，邊做邊學，
逐步創建青雲路，又何必自我封
鎖或虛耗光陰。這道理也適用於
目前膠着和不容樂觀的政制發展
局面，務實向前踏出一步，總勝
原地踏步。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表示，考試

季節剛剛過去，部分中學畢業生
可能會於畢業後選擇投入勞動市
場，為照顧他們的職前培訓及就
業需要，勞工處在5月至9月期
間特別推出名為「就業創前路」
的活動，全力協助畢業生掌握最
新就業資訊、計劃事業路向及提
升就業競爭力，預計有4萬人參
與。
他續說，勞工處於2009年推行

的「展翅青見計劃」，為15歲至
24歲學歷在副學位或以下的離校
年輕人提供全面的職前及在職培
訓，計劃至今已有超過5.7萬名
年輕人受惠，學員就業率亦高達
七成。

籲青年變觀念推動社會向前
張建宗引述前紐約市長彭博

指，一個水喉匠可能比一個擁有
哈佛學位者就業更穩定和更有市
場價值，並反問大家應該視水喉
匠為丟臉的粗活，還是憑着一技
之長可以創業的機會。他認為，
隨着香港人口高齡化，年輕人可
以視護老服務為厭惡行業，也可
以同心改造成令大家將來可安心
養老的銀髮市場，當中政府的角
色固然重要，但整體觀念的改變
才能真正推動社會向前。
張建宗強調，擺在年輕人眼前

的路或未能一步登天，但可以邊
做邊學，逐步創建青雲路。他認
為，務實向前踏出一步，總勝原
地踏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這道理也適用於目前膠着和不容
樂觀的政制發展局面。

■張建宗 資料圖片

曾俊華昨日
以《從比

賽中學習》為
題在網誌撰文
指，自己從去
年 5月起，在
不下10篇網誌
都有談及政改
這個課題，因
為他深信 500
萬人普選特區
行政長官，肯
定較 1,200 人
組 成 的 選 委
會，更符合任
何民主標準，是香港民主進程的一大步。

多數人共識是對下代作承擔
他說，儘管現在再說甚麼可能也是徒然，但他仍
相信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面對市民間的分歧都不
能單靠「鬥人多」，更不能「鬥大力」，必須衡量
彼此的得失，有時需要放下自己心中的首選，以換
取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共識。這往往是艱難的抉
擇，需要很大的勇氣，但卻是對自己和下一代必要
的承擔。

合作得雙贏 背叛兩俱傷
曾俊華以密歇根州大學政治科學與公共政策教授
Robert Axelrod的發現作進一步解釋指，在重複「囚
徒困境」中，Tit For Tat（TFT）及其他表現較佳
的策略，都不會視擊倒對手為目標，反而都是以
「合作」為主，希望透過雙贏得分，因為被背叛的
對手總會反擊，最終兩敗俱傷。
他續說，表現較佳的策略，也不會視釋出善意為
示弱的表現，不怕自己率先「合作」會吃虧，當對
手回復「合作」，也不會繼續「背叛」，佔對手便
宜。所以，TFT在第一輪會先「合作」，當對手回
到「合作」 時，TFT在下一輪也會以「合作」回
應，鼓勵對手繼續「合作」。
曾俊華說，在政改方案表決後也許有人會慶祝勝
利，也許有人會灰心發愁。他希望大家激情過後，
從Axelrod的發現中得到啟發，細心想想往後的路如
何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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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財政

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撰文表示，雖然

自己對表決結果「早已心中有數」，但此

刻心裡仍有點忐忑。他認為，無論政改表

決結果如何，香港政治的環境也會進入

「大時代」，希望大家在激情過後，細心

想想往後的路如何走下去。若大家仍然抱

着今天「你不就我」，明天「我又不撐

你」的心態，結果就只會「累鬥累」，永

遠不會有由絕大多數市民達成的共識，在

民主路上永遠不能邁步向前，經濟民生方

面也不一定能夠有所寸進。

■曾俊華指面對分歧勿「靠人
多」「靠大力」。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民
主黨「計劃」逐出黨的民主黨前立法會
議員黃成智提出「優化提委會架構」的
建議，要求將多個界別分組改為個人
票，包括將漁農界改為大專學生界等，
令投票人數目增至200萬人。他稱，無
論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反對派或建制
派均無任何讓步的意向，故他在「最後
關頭」提出，即使政改方案被否決，他
們仍可繼續爭取，以優化提名委員會及
立法會功能組別。
黃成智昨日聯同數名民主黨前任及現

任黨員，包括狄志遠、陳家偉、郭平、
黃良喜、黃靜嫺、梁家裕及周奕希，以
「一群關心香港前途的市民」名義提出
優化特首提名委員會的建議。
他們建議，目前選舉委員會中的地產

及製造界、會計界、教育界、醫學界等
界別分組，未來應以「一人一票」方式
選出提委會委員，漁農界則改為大專學

生界，估計該建議可令提委會的選民基
礎由目前20多萬人擴至200多萬人。
黃成智稱，他已將該建議電郵給各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又計
劃約見特區政府「政改三人組」表達意
見，希望他們向中央轉達。被問到成功
的可能時，他則拒絕回應，只稱是次行

動是想與一班朋友盡力讓政改向前行一
步，「冇任何團體或背景驅使我哋做呢
樣嘢」。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昨日在出席一個公

開活動時稱，黃成智提出的意見不代表
民主黨的立場，並相信部分黨員和中委
都不贊成和不支持。

黃成智「最後關頭」提出政改意見

■民主黨前黨員及現黨友公布提委會選舉建議。 鄭治祖 攝

■有市民希望方案通過能化解社
會矛盾。 黃偉邦 攝

◀香港主流民意
均希望政改方案
通過。黃偉邦 攝

▲「保衛香港」
運動批評反對派
無視香港民主民
生發展，偏執地
要否決方案。

彭子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