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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官冀普選過關 民主飛躍
顧國家安全天經地義 政制絕不能「一步登天」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就政改問題作出權威解

答，表達了中央對立法會通過普選法案的期待，並

指出「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說法是歪曲誤

導，引起本港社會的熱烈反響。中央真心誠意推動

香港落實普選，在普選法案表決前進一步澄清誤

解，釋除疑慮。主流民意希望依法如期落實普選。

反對派議員應該理解中央的良苦用心，順應民意、

支持政改，切勿錯判形勢，令香港錯失普選契機，

背負起阻礙民主進步的歷史責任。

中央一再強調，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按照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落實 2017 年特首普

選。王光亞主任作為主管港澳事務的主要官員，在

普選法案即將付諸立法會審議表決的前夕，強調中

央一貫積極推進落實香港特首普選的立場，再次體

現中央的誠意和決心。中央希望落實特首普選，提

升香港民主政治的質量，不僅為立法會普選創造必

要條件，而且使香港減少爭拗，以便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

王光亞主任駁斥了「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

謬論，澄清了普選制度能否優化的誤解和疑慮，有

助港人理性務實地看待普選。本港社會各界反應正

面，認同成熟的民主制度不能一蹴而就，而應循序

漸進，更加懂得今次落實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的

里程碑，須珍惜實現香港民主飛躍的黃金機遇。社

會各界更加清楚，現在關鍵是要先邁出第一步，通

過政改方案，讓普選成為現實。

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合憲合法，符合民

主、開放、公平、公正原則，凝聚了中央和本港

社會的共識，是香港目前最切實可行的普選法

案。落實普選關乎香港的前途命運，社會各界支

持通過政改的民意呼聲愈來愈響。近日多個政改

民調均顯示，主流民意支持立法會通過政改方

案。事實上，特區政府自4月提出政改方案以來，

除了個別民調之外，支持通過政改的民意一直穩

佔5至6成或以上，明顯壓倒反對政改的比率，反

映大多數市民希望政改方案獲得通過，推動民主

政制向前行。

手握關鍵少數票的反對派議員，不要再心存幻

想、誤判形勢，以為否決了此次政改方案，未來中

央會接受他們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所謂「真普

選」方案。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所謂「真普

選」方案，不過是鏡花水月，絕不可能得到中央的

認同、香港市民和多數立法會議員的支持。實現普

選的機會就在眼前，反對派議員應觀大勢、順民

意、擔道義，勇敢地為香港投下負責任的一票，讓

香港民主邁出歷史性的一步。

中央有誠意 市民有期盼 反對派莫誤判
針對日前警方破獲的極端組織涉嫌製

造和使用爆炸品的案件，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天指出，任何香港市民表達任何訴

求，包括政治和政制上的訴求，都必須

用合法的方式。他還強調，絕不能把違

法行為合理化，香港社會和政府不會姑

息這些違法行為。事實上，香港社會最

近之所以出現種種亂象，甚至出現許多

暴力事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反對派為

了其政治目的，將違法「佔中」、衝擊

警方防線等非法行為合理化。香港社會

要揭露和抵制違法行為合理化的種種歪

理，警方更要對本土激進組織煽動的暴

力行為提高警惕，堅決打擊，切實維護

香港的法治、安寧和社會秩序。

包括個別法律學者在內的某些反對

派人士，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論，

將違法「佔中」等行為合理化。違法

就是違法，不可縱容，否則，某些鼓

吹暴力的極端組織，就會用同樣的理

由，將其暴力行為合理化。過去幾

年，香港社會少數反對派政客為了達

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不惜破壞

香港的法治傳統，公然策動和組織包

括「佔中」在內的違法活動，並美其

名曰是為了「民主」、「自由」、

「人權」。少數反對派政客和學者，

更為這些違法行為製造合理化的所謂

理論外衣，這些實質上都是對違法行

為的一種偽裝，目的就是鼓勵市民去

破壞法治，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

現在，反對派為了阻止政改法案在立

法會通過，又在策劃「十萬圍城」、

「二次佔領」行動，激進組織準備攻擊

性武器來衝擊警方防線，甚至製造爆炸

物品，在網上威脅要將「立會變成第二

個烏克蘭廢墟」。現時一些極端組織都

是用facebook等網上社交工具，在網上

煽動暴力和恐怖行為。在現行的法律

下，警方通常用「不誠實使用電腦」的

罪名來拘捕和檢控，但這個罪名的最高

刑期才是監禁五年，這對於那些有恐怖

主義傾向的極端分子來說，顯然阻嚇力

不夠。香港須加強對利用網絡煽動暴力

恐怖活動的刑罰，確保香港社會的法治

秩序。

絕不容許把非法暴力行為合理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 北京報道）總部設在北京的中國香港（地
區）商會於前日（15日）發表支持特首普選法案的聲明。聲明表示，今次
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實在不容錯過。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
的願望，就掌握在立法會議員的手中，希望議員能反映民意，支持通過特
首普選法案，締造香港選舉歷史的里程碑。
聲明指出，特區政府在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框架

下，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盡量平衡社會各界的訴求，提出了一個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有利於香港長遠穩定發展的方案，並為實現「一人一票」普
選特區行政長官提供了合法、合憲、合情、合理、務實可行的操作辦法。

利繁榮穩定 助長足發展
聲明續指，經過近兩年來的社會討論和爭議，特首普選法案今天會在立

法會全體大會上審議及表決。由此，香港政改有了新的進展，香港民主政
治的發展將迎來一個重大的歷史性時刻。落實特首普選，將有助香港的繁
榮穩定，將有助於特區的長足發展。

京港商會挺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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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偉聰、梁悅琴）2017年特首
普選法案今日正式遞交立法會進行審議和表決，銀娛
（0027）主席呂志和昨日出席股東會後表示，他衷心希
望法案獲得通過，若法案未能通過，將對本港經濟有影
響，股市肯定會下跌。現在一小部分人反對普選法案，
將來會知錯。

「絕對應通過」籲憑良心發聲
呂志和昨表示，特首普選法案「絕對絕對應該通
過」，並指他自己在本港捱了65年，看到香港經濟一路
向好，非法「佔中」等事件的發生對香港不好，政改若
不通過會有很多雜音，通過後香港政制可以循序漸進發
展，社會有發展。
他坦言，不希望港人對罵，「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

停。」通過政改方案對香港是好事，相信香港的年輕人
心裡有數，目前「雜音」太多，並呼籲年輕人「出吓
聲」，憑良心向正路循序漸進，不要重蹈非法「佔中」
擾亂經濟社會的覆轍。
呂志和說：「好像（非法）『佔中』擾亂社會秩序，

真是不好的，大家對經濟、對各方面都不好，所以我很
衷心希望政改能夠通過，亦不應該有什麼擾亂性存在。
你不要讓它（法案）不通過，不通過（股市）一定
跌。」

趙國雄：不通過港人皆輸家
長實執行董事趙國雄昨日則表示，絕對希望香港特首

普選法案可以通過，若不能通過，全香港市民都是輸
家。

盼順民意通過

香港政改目前已進入「大直路」，特首普選
法案今日開始在立法會審議和表決。能否

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區行政長官，譜寫香港
民主新篇章，關鍵在於反對派的投票意向。鄭家
純近日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香港既不是獨立的
政治實體，也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國的特別行
政區，香港定要從國家角度，全面看待香港民主
發展，顧及國家的主權及安全，政制發展絕不能
「一步登天」及「一步到位」。

「篩選」確保不對抗 合理合法
鄭家純指出，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根據特區

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最終達至由一個具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
「一人一票」普選，由中央政府任命，說明中央
對香港普選擁有最終決定權，並須先經由提名委
員會進行「篩選」，確保獲選的特區行政長官人
選是「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的，「這不單

是天經地義，也是合理合法的。」

勸反對派實事求是 通過法案
如今香港政治形勢複雜，純官直言，中央對香

港特首普選有「戒心」，有需要避免出現憲制危
機，這也是理所當然的，「不單有外國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又有『本土派』的激烈抗爭，中央當
然有戒心，不希望獲選的行政長官與中央對抗。
但『泛民』竟不信任國家，聲稱『被國家呃
咗』，接受『一人一票』的『假普選』，倒不如
否決政改方案，但事實並非如此。」
純官勸喻反對派議員實事求是，不要剝奪港人普

選特首的機會，投票通過普選法案，讓香港民主可
以向前飛躍，「若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普
選先行踏出第一步，則海闊天空，以後再按香港實
際情況優化提名委員會制度，這將有利民主發展；
相反，否決政改方案，香港民主原地踏步，即使以
後重啟『政改五步曲』，仍然重複着今天的政治爭

拗，這是在浪費時間、浪費資源。」
政改快將塵埃落定，今後香港應該何去何從？

鄭家純期望，特區政府集中精力，處理好「三大
工作」：改善民生、刺激經濟、推動國民教育，
「雖然香港的長期爭拗難以短時間平息，但無論
政改通過與否，香港都不應再花資源聚焦於政治
爭拗，這不利香港發展，香港市民亦感到非常厭
倦，倒不如埋首改善民生及刺激經濟，做好香港
長遠規劃。」

盼疏減怨氣 力振經濟
今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施政屢被「拖後
腿」，純官直言，若特區政府能夠疏減社會怨
氣，以施政爭取民意支持，深信反對派不敢太過
火，「當特區政府擁有民意支持，立法會議員仲
會唔會咁惡？敢唔敢做太過分的事？今日社會不
斷吵吵鬧鬧，加上貧富差距懸殊，令社會充滿怨
氣，若再不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香港點樣搞？」

由特區政府「有商有量」開展政改諮
詢，到提交特首普選法案，香港商討政
改長達兩年。如今，政改迎來最後關
頭，不少商界重量級人物陸續開腔表

態，力勸反對派摒棄「心魔」，敢於擔當，
投票通過特首普選法案，但就被扯上特首梁
振英連任與否的問題。純官在專訪中強調，
支持香港實現普選與下屆特首並無關係，
「我好想看到香港實現普選，這是香港重大
突破。」
純官坦言，若立法會通過特首普選法案，
香港民主可以向前邁進，「未學行點學走？
小朋友未識行就識走，這是不可能的。若香
港推遲10年實現普選，屆時仍需重啟『政改
五步曲』，依然不能『一步到位』。」

實現普選 無關梁振英是否連任
鄭家純強調，實現普選的心願，與梁振英
是否爭取連任並無關係，「如果特首普選方
案獲得通過的話，梁振英就不能連任，那
『泛民』否決政改方案是否想他連任？當然
唔係，兩者根本沒有關係。政治是千變萬
化，我沒法預知政改方案通過的機會，但我
好想看到香港實現普選。」 ■記者 黃斯昕

中央官員早前在深圳會見香港全體
立法會議員，首度明確表明：議員對
特首普選法案的投票意向，是支持還
是反對「一國兩制」的「試金石」；

是轉向合作共贏正道，還是繼續走對抗俱損
歪道的「分水嶺」 ，惹來一部分人產生
「中央懲罰香港」的連番揣測。鄭家純在專
訪中直言，中央由始至終都想香港好，由回
歸至今，不斷推出惠港政策，不可能「懲罰
港人」，反觀香港激進派竟抗拒香港「一國
兩制」，令他心痛。他不禁問道：「這些人
是否想香港『獨立』？脫離了中國的香港，
還可以生存嗎？」

促港振作「強求絕無好處」
經歷過香港經濟騰飛起伏，見證過香港回

歸祖國，眼見現在的香港撕裂內耗，純官在
接受本報訪問時有百般感受。他憶述，在港
英統治年代，無論是港督抑或立法局都沒有
普選，但香港仍然安定繁榮，「無人搞
事。」回歸後，香港循序漸進實現普選，社
會竟變得爭拗、內耗不斷，「有人話唔信中
央政府，但國家發展比香港還要蓬勃，驚咩
呢？」
眼見香港發展形勢大落後，純官更心感惋

惜。「昔日香港與內地互相倚靠發展，隨着
國家不同省市對外開放，今日則是香港倚靠
內地。若香港再不振作，積極做好自身發
展，香港很快會被其他城市取代。香港應該
珍惜國家對香港的支持及維護，成為安居樂
業、安定繁榮的國際城市，不要再做不切實
際的事。強求對香港絕無好處。」

冀做好國教 不識祖國怎生存
放眼香港前路，純官認為，香港最重要的
是，做好國民教育，「很多中國人走到國
外，都對國家引以為榮。點解少數香港人不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咁都得嘅！這令人非常
痛心。香港為何會發展至如斯田地？香港未
來要辦好國民教育。不認識祖國如何生
存？」
被問到一旦反對派否決政改，中央會否

「懲罰港人」，純官坦言，中央由始至終都
想香港好，回歸至今不斷推出惠港政策，不
可能「懲罰港人」，「香港發展總離不開國
家的支持，但香港早前竟有學生代表焚燒香
港基本法，抗拒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令我非常痛心。」他不禁反問：「是
否想香港『獨立』？脫離中國的香港，還可
以生存嗎？」 ■記者 黃斯昕

循序拓民主 未學行點學走？

落實「一人

一票」普選特

首，是香港政制發展

的重要里程。香港政改即

將迎來關鍵的「第三步曲」，

全國政協常委、周大福企業集團、新

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純官）近日接

受本報專訪時指出，香港政治形勢複

雜，香港應從國家的角度看待民主發

展，顧及國家的主權及安全，絕不能

「一步登天」及「一步到位」，因此

經提名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提名後普選

特首，避免出現憲制危機，這是天經

地義的，期盼立法會議員投票通過普

選法案，讓香港民主得以向前飛躍。

■記者 黃斯昕

■呂志和表示，若普選法案未能通過，將對本港經濟有
影響，股市肯定會下跌。 張偉民攝

道
理
精
闢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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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斷

■■鄭家純期盼立法會議員投票鄭家純期盼立法會議員投票
通過普選法案通過普選法案，，讓香港民主得讓香港民主得
以向前飛躍以向前飛躍。。 曾慶威曾慶威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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