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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少港大民調 51%挺通過方案
較反對多14點 將「盡人事」交反對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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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剛等聯署廣告撐普選 籲為下一代爭利益

訟黨人踢爆「企硬」只為「隊散」鴿黨

「三大」民調反對率跌 青年尤甚

《環時》社評批反對派心虛
民調造勢綑綁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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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前夕，香港56位政商學界名人和組織昨日在報
章刊登聯署廣告，公開呼籲社會各界共同推動香港政制向
前發展，不要原地踏步。有份聯署的前金融管理局總裁任
志剛昨日亦撰文，提出政改能否通過的8個關鍵影響和啟
發，又呼籲立法會議員實事求是，投票支持政改方案，負
責任地為香港年輕人、為香港下一代爭取最大利益。
香港56位政商學界名人和組織在該篇題為《邁步向
前吧！》、中英對照的廣告提到，特區政府提交的普選
方案，「已得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支持，惟欠立法會三

分之二議員支持，才能通過。世上所有民主政制，都經
過一個發展的進程。」
參與聯署者在廣告中指出，長久以來，香港萬眾一

心，克服了一個又一個困難。今天，我們必須再齊心合
力，繼續向前，為香港的將來，為所有香港人，讓政改
邁出重要的一步。

4相關年份 證民主曲折中進步
他們強調，「不要原地踏步」，又列出2005年、2010

年、2012年和2015年4次與政改有關的重要年份，說明

香港民主進程有曲折也有進步，凸顯立法會明日表決通
過普選方案對進一步推進香港民主發展的重要性。
參與聯署的人士和組織除了任志剛外，尚還括前行

政會議召集人夏佳理、前律政專員馮華健、前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港鐵公司主席錢果豐、瑞安集團
董事長羅康瑞、恒隆集團董事總經理陳南祿、前民政事
務局局長藍鴻震、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
及智經研究中心等。

撰文籲議員實事求是通過方案

任志剛昨日又以《為香港下一代要通過政改》為
題撰文，說明「政改能否通過」的8個關鍵影響和
啟發作用，包括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態度、中央在
內地改革開放中是否傾向多利用香港、香港中長期
經濟前途、香港中間人角色能否持續、香港經濟能
否繼續繁榮和香港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及經濟利益
等。
他在文章末段呼籲，立法會議員應「實事求是，負
責任地為香港年輕人、為香港下一代爭取最大利益，是
要投票通過政改（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立法會表決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的當日，「保普選反暴力」大聯
盟將動員到場支持通過方案。大聯盟發言人陳勇
昨日指，希望反對派議員尊重大部分民意，不要
做「損人不利己的事」。若反對派繼續漠視民
意，將會令市民質疑他們何以身為民意代表卻違
背民意，長遠則無助推行優質民主。他呼籲反對
派應讓政制行前一步，支持方案通過。

語集會者守法勿「以暴易暴」
陳勇昨日在電台訪問時指出，大聯盟將於立

法會審議及表決特首普選方案時，到立法會示
威區集會，支持投贊成票的議員，估計會有數
千人參與。他強調，倘「以暴易暴」，大家都
會成為受害者，故大聯盟會呼籲參與集會者守
法，加上香港的民主路還很漫長，無論屆時表
決結果如何，大聯盟都會要求大家尊重結果，
和平散去。
就有傳聞稱大聯盟「派錢」利誘市民參與其

活動，陳勇強調，大聯盟反對任何人以金錢利
誘市民參與活動，並強調大聯盟當日不會提供
膳食予參與者，交通安排則由地區團體自理。
他呼籲，參與大聯盟集會者倘留意到有來路不
明的可疑人在場派錢，應立刻拍下有關證據及
舉報。
對於反對派堅決否決特首普選方案，陳勇指

出，反對派目前的態度，與香港社會上大多數的
民調是「理想與現實」的分別，前者以「烏托
邦」的「理想」來「追求民主」，惟大多數香港
市民都支持特首普選方案通過。
他續說，正如早前大聯盟發起的街頭簽名行動

以支持普選方案，就有逾120萬合資格選民支持
以落實「一人一票」特首普選，而這和香港大學
民意研究計劃的「慎思民調」顯示有五成受訪者
支持方案的結果不謀而合。
陳勇希望，反對派尊重民意，不要做「損人不
利己的事」。倘反對派漠視民意，會令市民質疑
他們何以身為民意代表卻違背民意，長遠無助推
行優質民主，故反對派應讓政制行前一步，支持
方案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近日舉行反普選遊行，
又以「鍾氏民調」聲稱反對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者多於支持
者。《環球時報》昨日發表社評，批評反對派以包括民調等不
同手段，為綑綁否決方案造勢，反映反對派在政改上心虛需壯
膽，並批評極端反對派將否決方案說成「香港勝利」是既滑稽
又可悲。
該篇題為《搞民意造假，香港反對派有些心虛》的社評提
到，反對派前日組織了反對政改方案的示威遊行，為鼓動「泛
民」議員明日在立法會上否決方案街頭造勢，但集會人數不
多，草草收場。此外，港大等三家大學的聯合民調也一直在做
相同的造勢，該民調組織者宣稱，反對方案的民眾上星期六首
次超過政改的支持者，但民調受到多方質疑，被指「造假」嫌
疑嚴重。
社評指出，「以多種手段造勢，說明香港極端反對派現在有

些『心虛』，他們似乎需要這些造勢為自己『壯膽』，就像吸
食鴉片一樣尋找興奮和麻醉感。」

偽證「港人選擇」施壓逼投反對票
該社評續指，因為反對派知道否決普選方案必將給香港帶來

傷害，香港民主進程會因此停滯，政治動蕩很可能加劇，他們
須為此承擔歷史責任，香港社會未來一定會唾棄扼殺是次政改
的人。因此，他們需要通過造勢來偽證「這是香港人民的選
擇」，顯示這不是他們的固執，是香港社會要求他們這樣做。
社評又指，反對派中有人擔心希望妥協的人會「臨陣反水」投
出贊成票，因此用造勢來向這些人施壓，逼他們捆綁反對。
社評批評，「『泛民』打花里胡哨的民意牌，不斷把街頭當

成政治鬥爭的主陣地，這些表現給香港的民主政治水平嚴重降
了格，讓香港看上去的確像是在朝着『發展中社會』墮落。極
端反對派將否決政改方案鼓吹成『香港的勝利』，真是既滑稽
又可悲：一旦民主進程中斷，何來香港勝利，香港各派中又安
有勝利者？」
社評強調，這些反對派議員攥着香港人一百幾十年來分量最

重的幾張票，「他們將如何對待這份沉甸甸的托付，他們能否
超越小圈子的利益為整個香港社會的福祉負責，回答就在本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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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立法會
明日審議特首普選方案。正當全城游說反對
派為香港大局投票支持通過方案之際，自稱
公民黨年輕黨員的網民昨日再爆料稱，兩年
來，公民黨從無討論特首普選方案內容，從
特首普選到「佔領中環」，公民黨背後的
「核心價值」只有「隊散」民主黨，擔當
「泛民大佬」，「若民主黨轉軚支持政改，
黨內定會出現分裂，屆時公民黨可收歸其地
區地盤。總之『企硬』反對人大『8．31』決
定，就是上策。」
該名公民黨年輕黨員昨日又在香港討論區再

帖文《公民黨，究竟做緊乜？(七)》，繼續踢爆
公民黨「元老級」執意否決，旨為「隊散」民
主黨的如意算盤。

公民黨從無討論普選方案內容
該黨員稱，兩年來，公民黨從無討論特首普

選方案內容，從特首普選到「佔領中環」，基
本是黨內「上層」「搞掂晒」，「咁多嘢講，
入晒公民黨數，又有幾多次真係返嚟打招呼商
量過？黨內係咁，喺外邊與『泛民』何嘗唔係
咁？仲有乜嘢好講？」
該黨員又以「佔中」所謂「廣場投票」為

例，批評該黨黨魁梁家傑不看時勢強出風頭，

並踢爆公民黨的「核心價值」正是「隊散」民
主黨，「當時學聯與『學民思潮』解畫道歉，
一行人竟仲有梁家傑！喂！關公民黨乜
事！……不過，唔見民主黨上台鞠躬？傑哥仲
可能係心中暗喜，事關梁家傑及余若薇『核心
價值』就是『隊散』民主黨。」

「上策」反對「8．31」超鴿黨做「大佬」
該黨員並揭露指，公民黨視「企硬」反對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是「隊散」
民主黨的「上策」，「如意算盤是：如果民主
黨轉軚支持政改，民主黨定會出現內部分
裂，公民黨可以收歸民主黨的地區地盤，超越
民主黨成為『真正大佬』；屆時，公民黨又可
以旁若無人地代表反對派參選，號令全港反對
派數以百萬計擁躉。總之『企硬』反對就是上
策。」
公民黨也積極招攬民主黨區議員入黨。該黨

員透露，上月民主黨沙田利安選區區議員麥潤
培，提出「跳槽」加盟公民黨新界東支部，公
民黨對此非常緊張重視，「黨內認為接受麥潤
培入黨和支持其參選，肯定有着數，一方面公
民黨增加一名區議員，有乜壞處？另邊廂亦衍
生『攻心戰』，向民主黨發出『撬牆腳』音波
功，影響其軍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面對反對派聲
稱堅決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昨日強調，方案若被否決，
溫和反對派被激進派綑綁下，在未來立法會選
舉中的議席可能減少。溫和反對派目前有需要
確立清晰政治主張，確保在立法會擁有一定議
席數量，未來可與建制派合作並積極與中央溝
通，抗衡激進派。
陳弘毅昨日在接受電台專訪時估計，特區政
府提交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一旦被立法會否
決，中央將為香港的管治策略重新作評估，可能
會更加支持特區政府及建制陣營。在明年的立法
會選舉中，反對派陣營中的激進派議席可能會增
加，相對溫和派議員的議席會減少。惟他相信，
反對派仍可保住三分之一少數的否決權。
面對這局面，陳弘毅建議溫和反對派日後應
先確立清晰的政治主張，以爭取選民支持，在
取得一定數量的議席後，可與建制派合作，以
至與中央溝通，發揮影響力。

湯家驊：溫和路線仍有政治市場
民主黨創黨成員羅致光昨日稱，中央的「統
戰策略」令香港難以培植溫和反對派，但中央
3位官員早前在深圳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
時，提到在香港反對派中仍有朋友的言論，反
映中央仍有機會「改變策略」。公民黨立法會
議員湯家驊則稱，反對派走溫和路線仍有政治
市場，但在吸引年輕人上有難度。

田北俊委託港大民研做的普選方案民調於本月5日至14日進行。調查
以真實電話訪問形式，成功訪問5,043名18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

居民，並於昨日公布結果。
調查結果顯示，48%受訪者支持方案，38%反對方案，14%回答「一半
半」、「唔知」、「難講」或不認識方案內容。被問到無論對方案立場如
何，他們支持還是反對立法會通過方案，51%受訪者表示支持，37%表示
反對，12%回答「一半半」、「唔知」、「難講」或不認識方案內容。

受訪者5043人 抽樣誤差低
支持通過普選方案者比支持方案本身者多出3個百分點。港大民研分析

稱，有5%受訪者對是否支持方案回答「一半半」、「唔知」等，但支持
通過方案，更有2%受訪者反對方案卻支持方案獲通過。由於受訪者有
5,043名，故抽樣誤差比近期多次民調低，為正負1.4個百分點。

田少：夠膽話主流撐方案
被問到民調結果能否反映主流民意支持普選方案，田北俊在昨日的記
者會上指，48%受訪者支持方案、38%反對已清晰顯示主流民意，而51%
人支持通過方案如是，「如果係43%比42%，咁我梗係唔敢話主流民意
啦！」
他又指，自己曾為港大民研有份做的滾動民調早前結果顯示，反對方
案者比支持者多而擔心，對是次民調的結果感到滿意。
田北俊坦言，自己原本期望民調結果顯示六成人支持通過普選方案，
從而游說反對派議員通過方案，然而數字達不到預期、「爭啲」，反對
派也表明無論民調數字如何也會否決方案。他承認自己斥資達不到原有
目的，而按照形勢發展，能從反對派取得通過方案的數票，即使機會不
是零、都是非常微，但他也會「盡人事」，將民調結果交予反對派參
考。
被問及是次民調結果及前日的「慎思民調」結果，與早前的滾動民調

結果有出入，港大民研總監鍾庭耀稱，3個民調所採用的方法及調查時
段等各有不同，所以結果會出現差異，但承認滾動民調的結果有數天的
滯後時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自資

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表決前夕

進行大型民調。民調結果昨日公

布，顯示51%受訪者支持通過方

案，反對通過者佔37%；而支持

方案者有48%，較反對者多出

10個百分點。田北俊認為，結果

清晰顯示主流民意支持通過方

案，並對結果感到滿意，即使難

以從反對派爭取通過方案的數

票，也會「盡人事」將結果交予

反對派議員參考。

由 3間大學進行的「政改滾動
民調」昨日公布的最新的調查結
果發現，支持特首普選方案的比
率顯著回升，錄得45%，反對比
率則回落至39%，其中18歲至29

歲的受訪青年群組，反對方案比率由
67%大幅下跌至 56%。理工大學社會
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預期，未來
數天的民調走勢不會有太大變化。
「政改滾動民調」於本月10日至14日

成功訪問了1,112名市民，結果發現，支
持特首普選方案的比率回升至45%，較
反對方案的39%顯著多6個百分點，而稱
一半半、不知道、很難講、不認識方案
內容的佔一成半。調查又顯示，在18歲
至29歲的受訪青年群組中，反對政改方
案的比率由原先的 67%大幅下降至
56%。

鍾劍華：長毛「1億謊言」等影響
鍾劍華昨日向傳媒分析稱，支持方案

者的比率再次高於反對者的比率，估計
與市民消化中央官員與立法會議員的會
面內容，以至是社民連立法會議員「長
毛」梁國雄「一億元買票事件」言論前
後不一有關，尤以年輕組群的反應最顯
著，「早前受訪的18歲至29歲青年組
群，一度有接近七成市民表示反對方
案，但近日反對比率逐漸下跌。」
他估計，未來數天的民調走勢不會有

太大變化，「部分持觀望態度的市民，
臨近表決時可能考慮到，若不支持特首
普選方案，不知何時才有普選，因此會
推高支持比率，最終令支持與反對比率
相差8個至10個百分點。」

■記者李自明

滾
動
民
調

■主流民意：
「政改有進
步，不走回頭
路」。

資料圖片

■田北俊（左）指，支持通過方案多反對14個百分點，清晰顯示主流民
意。 陳庭佳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