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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普選法案 增進港人福祉
外交部：把握民主發展重要良機

人民日報
：
評論員 長期政爭礙發展 中央關注500萬人選票更關注700萬人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開始審議特區政
府提出的特首普選決議案。《人民日報》昨日在頭版刊登評
論員文章，強調香港特區的普選制度一定要放在「一國兩
制」和香港基本法所確立的框架下進行考量，根據香港的實
際情況來設計。中央支持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決議案，是因
為最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最有利於維護香港市民的
根本福祉，使普選在「一國兩制」下發揮正面作用。文章呼
籲香港立法會議員以市民根本利益為念，負責任地投票支持
決議案通過，落實普選。
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的評論員文章指出，對香
該篇題為《依法落實普選
港來說，2017 年實現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已經遠遠超出民主發展進步
的範疇，而是關係到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重大問題。追根究
底，普選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和落實「一國兩制」，更好地保持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更好地增進廣大香港居民的根本福祉。

繁榮穩定 是出發點及落腳點
文章說，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推進普選的出發點之一。長期以
來，少數人不斷炒作普選等政治議題，導致社會的主要精力耗費在政治爭
拗上，阻礙了經濟發展，妨礙了民生改善。
文章續指，中央順應民意，於 2007 年確定普選時間表，並於去年 8 月 31
日作出了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決定，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並促使香港回到正
常軌道，有利於讓整個社會從緊繃的對抗性政治氛圍中釋放出來，使得香
港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香港的進
一步發展。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也是推進普選的落腳點。

小型經濟體 政治穩定最重要
文章強調，實現普選是社會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涉及重大社會關係和
利益格局的調整變化，必須兼顧社會各方面利益訴求，且香港是容易波動
的小型經濟體，維持自身政治穩定至關重要，需要循序漸進推進普選。

讚決議案體現穩中求進原則

■立法會審議特首普選決議案，團體到場外聲援，撐2017「一人一票」選特首。

文章讚揚，特區政府提交的普選決議案體現了穩中求進原則。而提名委
員會制度包含的四個界別，則有利於平衡各種訴求和各方利益，有利於提
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行政長官候選人，降低普選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

制度設計 應發揮正面作用
文章指出，香港的普選制度一定要放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所確立的
框架下進行考量，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來設計。放眼全球，一些國家或地
區由於實行不符合當地實際情況的普選制度，導致社會混亂、經濟凋敝、
民生困苦的例子不勝枚舉。香港今日之繁榮穩定局面來之不易。普選制度
的設計應該保障和促進這種局面而不是相反。
文章強調，中央不僅關注香港面臨的現實問題，更關切香港的未來發
展；不僅關注 500 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特首，更關切 700 多萬市
民的民生福祉。中央支持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決議案，是因為按照這
個決議案落實普選，最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最有利於維護香港市
民的根本福祉，使普選在「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中發揮正面、積極作用。
文章最後總結道，2017 年能否如期實現普選已到最關鍵時刻，希望立法
會議員以廣大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為念，本着對香港未來發展負責的態
度，投下神聖一票，讓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順利實現。

記者莫雪芝 攝

新華時評籲議員牢記「事因於民者必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華社昨日在
立法會開始審議特首普選決議案時發表港澳時
評，強調香港立法會議員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是民意代表也負有憲制責
任，投票須以國家和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而絕
非宣洩個人好惡。時評呼籲議員牢記「事因於民
者必成」，在立法會表決決議案時投下支持票，
勿以一黨一己私利凌駕民意，當香港民主發展的
歷史罪人。
該篇題為《把握歷史機遇 推動香港民主發
展》的時評指出，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在修
改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法定程序中負有重大
憲制責任，「對普選法案是否投票支持，是公權

力的行使，絕非個人好惡的宣洩。」

行使公權力 以共同意願為依歸
時評指出，任何人行使公權力，必須以國家和
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以廣大市民的共同意願為
依歸。
時評續指，「每一位立法會議員在就職時，都
曾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這
也就意味着身為議員，有責任維護國家的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有義務嚴格遵守香港基本法、
堅定維護特區整體利益。」
時評強調，支持還是反對特首普選決議案，是
支持還是反對民主、擁護還是反對「一國兩制」

各界撐場冀為下一代通過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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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鍾立）香港多位
政界人士及民間組織代表，都趁立法會正式審議
特區政府提出的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首日，在
立法會大樓外集會，表達對普選特首的期望。他
們表明，身為政治家，必須讓下一代過得愈來愈
好，反對派不應剝奪全香港市民普選特首的願
望，而應為了香港下一代通過決議案。一旦決議
案被否決，投下反對票的議員一定要「 票債票
償」。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羅范椒芬昨日下午到立法會
外支持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時坦言，自己曾盡
力游說反對派議員回心轉意但不果，現在心知決
議案通過機會極微，只能盼望奇蹟，但仍希望作
最後努力，呼籲他們回心轉意，給下一代一個機
會，為下一代着想，為下一代讓民主步伐踏出第
一步。
她強調，政客只是為了下一次選舉，政治家卻
是希望下一代愈來愈好，通過普選特首決議案才
能令香港政制向前行，原地踏步絕非香港之福，
並批評反對派「政客」綑綁投票的做法，「請
（反對派議員）認真諗諗，通過有何壞處？通過
後仍可繼續爭取，社會是不會停的。」
羅范椒芬說：「現在是關鍵時刻，希望能通過
政改決議案，我好唔想見到香港未來 10 年無進
展。」她又認為，在決議案表決後，各界應冷靜
下來，平心靜氣思考香港的政制如何向前行，認

識到「一國兩制」下的選舉，與其他政治實體的
選舉不同。在政制外，香港還要處理經濟、民
生、房屋、土地等問題，未來需重點處理。

蔡素玉批反對派犧牲港人願望
出席集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素玉認為，特
區政府提出的普選特首決議案理想，並批評反對
派為反對而反對，更犧牲了全香港人的普選願
望。

鍾港武：政制發展「一失足千古恨」
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認為，香港有否普選
只是一念之差，如反對派否決決議案，會令香港
政制發展一失足成千古恨。

周轉香籲讓500萬選民選特首
離島區議會副主席周轉香表示，市民昨日在 33
度高溫下仍出來撐政改，而近日公布的多個民調
結果均顯示大部分市民都支持通過政改方案。她
呼籲反對派議員尊重事實、尊重法律，通過決議
案，讓香港政制行前一步，500 萬名選民可選特
首。

羅競成：通過後未來再談優化
葵青區議會副主席羅競成指，葵青區在早前分
別兩次通過支持政改方案，區內有很大的「撐政
改」聲音。特首選舉自回歸以來一直有進步，他
亦有信心，如今次能夠通過政改決議案，未來亦

可優化，例如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洪錦鉉要求議員順民意投贊成票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洪錦鉉指，香港民主進程能
否向前走，全繫於 70 名立法會議員身上。香港大
部分市民均支持通過普選特首決議案，立法會議
員應順應民意投贊成票。

高達斌促關鍵時刻「拿出良心」
「愛港之聲」30 多名成員昨日到立法會示威區
外支持決議案，並舉起「全力支持 2017 普選特
首」、「還我真民主，實現普選權」、「否決政
改，等同政治自殺」、「票債票償，踢走泛民」
等標語。「愛港之聲」主席高達斌要求反對派議
員在這關鍵時刻「拿出自己個良心，表現大無畏
精神」，在表決中投下支持票，否則他們一定會
「票債票償」，他們也會在未來的區議會、立法
會選舉中狙擊反對派。

陳淨心促反對派「熟讀基本法」
香港廣東汕尾市同鄉總會的「薈志動力協會」
昨日到場支持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通過。「薈
志動力協會」副會長陳淨心也聯同與數十名會員
到場。他們高舉國旗，不停在場揮舞。她說，該
會十分希望 2017 年落實「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並促請反對派「好好了解及熟讀香港基本法」，
「按香港基本法落實的普選是真普選」，而非反
對派口中所講的「真普選」。

和香港基本法的試金石。順應主流民意、作出正
確抉擇，歷史將銘記今日 70 位立法會議員為香
港民主政制發展所作的貢獻。如果執意背離主流
民意，與社會進步逆向而行，以一黨一己私利凌
駕於民意，以小集團的政治圖謀綁架民意，則將
成為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罪人。
時評最後說：「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
必成。」香港市民離實現「一人一票」普選特區
行政長官的夢想僅一步之遙，香港的民主發展即
將因普選的落實而實現歷史性飛躍。表決之日即
將來臨，「我們真誠期盼每位立法會議員從善如
流，尊重民意，把握歷史機遇，投下負責任的一
票，使普選法案順利通過」。

張志剛：反對派必須向選民負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 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到昨日
仍堅持要否決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特區行政會議成員、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昨日強調，由 500 萬人選出特
首，能提高市民的「叫價」能力，並批評反對派堅稱否決決議案
是沒有考慮全港 700 萬市民福祉，將來必須向 500 萬合資格選民
負責。
張志剛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反對派至昨日仍立場強硬，故
他對普選決議案獲得通過傾向悲觀，但未到最後一刻，都仍有機
會。他呼籲反對派議員考慮到全港市民的福祉，「鬆綁」通過決
議案。
他認為，特首普選決議案較目前的選舉方法好，可以提高市
民的「叫價」能力，而現在也是讓中央與反對派作大幅度關係
改善的黃金契機，反對派不應只從個人地位或取得選票去考
慮，一旦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反對派必須向 500 萬合資格選民
負責。
張志剛強調，過去多個關於政改的民調顯示，支持決議案的比
率介乎五成半至六成，反對比率則一直處於三成，對比反對派在
上屆立法會選舉中得到五成半票數，反映反對派已流失了不少支
持者。

三大民調：決議案支持率升兩點

滾動民調

羅太籲讓民主步伐「進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立
法會開始審議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
案，外交部昨日在回應記者有關提
問時，引述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
亞日前接受訪問所說，重申中央政
府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區依照香
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於 2017 年實現特區行政長官普選，
又指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將根據香港
社會發展和社會共識形成的情況，
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希望香港社
會充分抓住機會，實現香港民主發
展的重要一步。
外交部昨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有記
者問到：「外交部對香港立法會即將
投票表決香港政改方案有何看法？」
主持昨日記者會的外交部發言人陸
慷回應說，香港事務不是外交問題，
不過既然有記者提到了，他可以介紹
一下。本月 15 日，王光亞主任就香
港立法會即將舉行的投票充分地闡明
了中央政府的立場，中央政府堅定不
移地支持香港特區依照香港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於
2017年實現行政長官普選。
他強調，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確立的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在保持穩
定性的同時，從長遠看，也將根據
香港的實際情況，包括社會發展和
社會共識形成的情況，在實踐中進
一步完善，「我們確實希望，香港
社會 500 多萬合資格選民能夠充分
抓住這個機會，實現香港民主發展
的重要一步。」

香港立法會昨日正式審議特首普選決議案。由 3 間大學進
行的「政改滾動民調」昨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結果發現，支持
普選決議案的比率持續遞升，錄得 47%，反對比率則回落至
38%。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鍾劍華分析指，民調
結果反映市民對行政長官普選意見分歧，期望特區政府今後
多吸納年輕人的意見，與新世代重建互信。
「政改滾動民調」於本月 12 日至 16 日成功訪問了 1,118 名市
民，結果發現支持特首普選決議案的比率，較日前公布的上次調
查上升兩個百分點至 47%，較反對者的 38%顯著多 9 個百分點，
差距與首次公布的調查結果相同；而稱一半半、不知道、很難
講、不認識方案內容，則維持錄得一成半。
鍾劍華昨日分析指，「滾動民調」持續進行接近兩個月，其間
民意變化不大，並估計這與市民已經消化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有關，「雖然調查曾經出現『黃金交叉』，反對比率超越支持
比率，但其後市民對普選方案的支持度保持升勢，反映社會意見
持續分歧，其中以年輕群組的反對聲音最大。特區政府今後需處
理新世代的不滿，重建互信。」
■記者 李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