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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派斥「普選殺手」害港人
■立法會全體建制派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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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遺憾 盼港務實減陣痛

重申堅決支持普選決議案 嘆黃金機會幻滅

■曾鈺成表示，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對
香港影響將會很大。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反對派議員昨日「綑綁」否決 2017 年特
首普選決議案，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
表示，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對香港影響
將會很大。他對此感到十分之擔憂，並
期望港人能夠善用本身的應變能力，應
付未來的挑戰。

憂管治困難 或損兩地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27 名議員及醫學界議員梁家騮
反對派
昨日投下了反對票，令香港 2017 年

祖）香港立法會否決特首普 特首普選幻滅。建制派昨日舉行記者會，
選決議案，令香港普選的契 並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代表宣讀聯

合聲明，重申建制派堅決支持特首普選決
議案，希望市民在 2017 年能夠「一人一
議員昨日發表聯署聲明，批 票」選特首，但有 28 名議員投反對票，令
評一眾投票否決的反對派議 決議案無法取得全體立法會三分之二議
員 ，即47票的支持而被否決。

機落空。立法會全體建制派

員是「普選殺手」，令普選

特首的黃金機會與全港市民

深感憤怒 反對派須「孭鑊」
聯署聲明續指，建制派對決議案被否決

擦身而過，對此感到遺憾、 表示遺憾，並對反對派否決決議案感到憤
痛心及憤怒。他們又批評反 怒，必須承擔否決普選的責任。建制派又
非常感謝廣大市民，在過去 20 個月，為通

對派，令全港 500 萬名合資 過政改方案所作出的努力，「特別是在過
格選民被迫在民主路上顛沛 去兩天，不少支持政改方案的市民前來立

受中央政府的原則立場，一直執意要否決
決議案，即使今屆特區政府重啟「政改五
步曲」也無法扭轉局面，在餘下兩年均無
條件重啟政改。

王國興：港前途堪憂
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批評，反對派是「假
民主、真篩選」。他擔心香港未來幾年會
持續內耗空轉，反對派會繼續以各種「不
合作運動」拖垮經濟、民生政策，「香港
的前途堪憂」。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憂慮經歷多場政改爭
論，香港社會已經變得更撕裂，反對派與
特區政府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對政府施
政、民生和經濟發展均有壞的轉變。

梁美芬質疑會否「否一世」

法會聲援，我們深受感動。政改方案最終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反對派

樣感到痛心和失望。」
世」。他們擔心香港未來幾
譚耀宗要求反對派議員在政改暫告一段
年會持續內耗，最終拖垮經 落後，能真正以港人福祉為依歸，放下爭
論，全力搞好經濟及民生等問題。
濟及民生政策，令香港前途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反對派不願
堪憂。
接受香港基本法列明的提名機制，又不接

與香港關係「走到谷底」，並質疑反對派
議員是次否決決議案，是否想「否一
世」。
立法會金融界議員吳亮星表示，27 名反
對派議員堅決「綑綁」否決決議案，令香
港政制原地踏步，對此是責無旁貸的。他

流離，令全香港都是輸家， 被反對派議員否決，令普選特首的黃金機 聲稱「爭取民主多年」，但就發動違法
並反問反對派是否想「否一 會與我們擦身而過，我們與廣大支持者同 「佔中」，如今更拉倒特首普選，令中央

希望香港今後能放下政制爭論，反對派能
真正聽從民意，集中精力推動經濟發展，
改善民生等問題。
保險界議員陳健波批評，反對派缺乏政
治勇氣，只顧「企硬綑綁」，必須為否決
決議案負上最大責任，「（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明確指出：『袋一世』是誤
導，為『泛民』搭建最好的下台階，但
『泛民』竟執意消滅政改生機，與中央政
府鬥氣，一廂情願以為將來會有更好的方
案，終令香港政制停滯不前，日後定會追
悔莫及。」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
稱，反對派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令全港
市民期盼多年的普選願望落空，政制發展
原地踏步，是損人不利己的決定，全香港
皆輸。

林大輝：500萬人需民主路顛沛
工業界（第二）議員林大輝批評，反對
派令「一人一票」選特首無期，全港 500
萬名選民被迫陪同反對派在民主路上顛沛
流離，「民主要循序漸進發展，不能一步
登天，但『泛民』竟為鬥爭而鬥爭，否決
政改。他們心目中的『真普選』，是生活
在童話世界，與現實脫節。」

幫發叔償心願 退場「甩漏」歉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各建制派議員
昨晨在議事廳謹守崗位等候表決，惟在表決前一刻臨
陣離開，以求點算法定人數，爭取推遲會議 15 分鐘，
讓抱恙在身的經民聯議員劉皇發趕回議事廳投票。但
由於退場協調出意外，仍有8名建制派議員留下，令會
議廳內有足夠的法定人數表決，令決議案出現建制派
僅 8 票支持下被否決的結果。儘管包括反對派等 28 位
議員投下反對票，建制派即使在席也不可能扭轉局
面，但他們昨日仍為事件深感遺憾，並向一直支持決
議案通過的廣大市民深表歉意。
立法會昨晨 9 時復會，繼續審議特首普選決議案。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等
多名反對派議員繼續發言兼發表反對普選的謬論；直
至中午，未有議員要求發言，「政改三人組」的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及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按程序依次發言總結，回應了議員
在審議期間所提出的意見。

要求休會15分鐘遭拒
在「政改三人組」總結發言後，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隨即宣布進入表決程序。表決鐘響起期間，經民聯副
主席林健鋒突要求休會 15 分鐘，表示有事需要商量，
但遭曾鈺成拒絕。到表決鐘聲將近結束之際，建制派
議員突然離開會議廳。
不過，正當大部分建制派議員離開途中，曾鈺成宣
布「開始表決」，保險界議員陳健波和工業界議員林
大輝在電光火石間返回座位表決。工聯會議員陳婉嫻
和包括田北俊在內的自由黨5名議員則留在座位上。結
果，在 33 名建制派議員離席後，會議廳內仍有 37 名議
員在席，有足夠法定人數表決。決議案最終在僅得8票
支持下被否決。

向市民致歉 今刊廣告解釋
建制派議員其後舉行記者會，由民建聯議員譚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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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宣讀聯署聲明。
聲明提到，為了讓抱恙在身的劉皇發能趕及投
票，令 41 名建制派議員能全部投票支持，但曾鈺成
因議事規則未允休會 15 分鐘，加上表決時間只餘不
足半分鐘便結束，建制派決定集體步出議事廳，期
望透過點算法定人數，爭取時間，讓劉皇發能及時
趕回投票。
他續說，可惜由於事出倉卒，導致數名建制派議員
未能即時離席，最後令 33 名建制派議員錯失投下支持
票的機會。對於在表決過程中的失誤，建制派深感遺
憾，並向一直支持決議案通過的廣大市民深表歉意。
建制派今日會在各大報章刊登廣告，向公眾解釋是次
事件和他們的立場（廣告刊A10版）。

劉皇發：遲了 對不起
林健鋒事後形容今次事件不幸，並承認「溝通出問
題」。他表示，劉皇發近日身體不適，但一直都很關
心今次的表決進展，「發叔（劉皇發）年紀都很大
了，相信今次是他最後一次就『政改方案』進行投

票，大家都希望能夠完成他的心願。」
當時已經趕回會議廳的劉皇發就表達了歉意：「我
遲了，心裡面很不舒服，對不起。」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對事件感到十分遺憾。她說，
雖然知道決議案根本不獲通過，但仍希望能夠投票支
持。她承認協調「有甩漏」，今次「好不幸」令市民
失望，特別向市民道歉。
金融界議員吳亮星說：「唔錯都錯咗，無人想，亦
不會怪任何人。雖然支持（決議案）的票數低，但不
會改變反對派否決決議案的責任。」

曾鈺成：須按規則表決
曾鈺成其後解釋，由於當時表決鐘已響起，根據議
事規則，議員必須在5分鐘後進行表決，不容許任何空
間延遲；加上秘書處經點算後，會議廳內仍有足夠的
法定人數，所以不能啟動傳召程序，響鐘15分鐘。
曾鈺成稱，可以理解劉皇發希望趕及投下「歷史性
一票」的心願，但他個人只關心決議案是否獲得通
過，其他事情已經不太重要。

曾鈺成昨在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後
會見傳媒時形容，他對普選決議案最終
被否決感到十分遺憾和失望，港人在
2017 年未能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2020 年也不會有普選立法會的機會，並
估計特區政府將會出現管治上的困難，
難以着手解決各種問題。
他相信，經歷是次的政制爭拗，可能
會對中央與香港的關係產生「壞的影
響」，包括對中央與香港的溝通造成一
些新的障礙，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他
期望大家應以務實的態度，盡量減少消
極的影響。

心繫「一定要投」無離場

■鍾國斌稱，他們完全不知道建制派議員會集體離
開會議廳。
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建制派大部分議
員離場時，有 8 名同一陣營的議員未有離席。他們
昨日解釋，事前並不知道建制派議員會集體離場，
加上當時心中想着「這一票很重要，一定要投」，
故沒有離場。
工聯會議員陳婉嫻、自由黨 5 名議員、保險界議
員陳健波及工業界議員林大輝在大部分建制派議員
離席後，繼續留在議事廳投票。陳婉嫻昨在接受傳
媒訪問時解釋，她自己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心
裡只想着這一票很重要，必須要投。

林大輝陳健波：事前不知情
林大輝、陳健波也指出，他們事前對此並不知
情，見各議員離席時只感到十分驚訝，而當時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要求議員投票，他們遂未有「跟大
隊」而留下來投票。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則稱，他們
完全不知道建制派會離開會議廳，當時距離投票結
束只剩約 10 秒，故他們覺得應留下投票，但坦承即
使知悉，該黨議員也不會離開。

反對派妄想重啟「五步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昨日在否決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後，囂張地走到
會議廳主席台前展示橫額合照，隨後到示威區會見
支持者。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
家傑聲稱，否決決議案「可將香港裂縫補合」，更
聲言要求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立即重啟「政改五步
曲」。

死撐非「民主運動終結」
梁家傑昨聲言，反對派用「神聖一票」否決決議
案後，並非「民主運動的終結」，相反是「新一波
開展」。他辯稱，否決決議案是港人「未忘初
衷」，並繼續要求「真普選」和「真選擇」，更聲
稱決議案在否決後「可將香港裂縫補合」，又要求
中央及特區政府重啟「政改五步曲」。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特區政府決議案在議會內
「僅得數票支持」，故中央及特區政府應盡快重啟
整個程序，令香港盡快落實「真普選」。
在有份參與「綑綁」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聯署的
27 名反對派議員中，僅 22 人走到主席台前展示橫額
和合照，公民黨議員湯家驊，社民連主席「長毛」
梁國雄，「人民力量」議員陳偉業、陳志全和激進
反對派議員黃毓民均無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