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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否決普選對不起市民 工商界期望聚焦經濟民生
林建岳

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

反對派昨日在立法會否決普選法案，意味全港市民 2017 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期望落
空，也意味香港政制發展將會再度原地踏步，全港市民對於這一結果都感到失望和憤懣。普
選法案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反對派議員明知民意取向卻視而不見，忤逆而行，扼殺了普選
特首的歷史機遇，對不起廣大市民，理應受到社會各界的譴責和追究。普選被否決已成事
實，社會各界都應收拾心情，放眼將來，重新出發。工商界一直旗幟鮮明支持政改向前，期
望通過落實普選解決困擾香港社會多年的政制爭拗。現在普選法案被否決，工商界期望社會
能夠放下爭拗，集中精力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追回因政爭令香港失去的時間，讓港人重
新團結，重拾希望，為未來奮鬥打拚。
普選法案在立法會被反對派議員否決，令廣大市民
失望，投下否決票的反對派議員更加對不起市民。
首先，普選法案獲得主流民意支持，不同機構的政
改民調都顯示，支持普選法案的民意一直佔大多數，
甚至達到六成或以上。反對派議員一意孤行堅持否決
普選法案，是公然漠視民意，與主流民意為敵。反對
派一直自稱是民意代表，但在普選法案上卻罔顧民
意，試問怎對得起市民？

否決普選令社會各界失望
其次，普選法案賦予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
選特首的權利。普選產生的特首更加貼近民意，更好
地回應民意，市民將是最大受益者。市民本來唾手可
得的普選權利卻被剝奪，本港政制發展再次原地踏

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啟動。反對派議員剝奪市
民的普選權，如何向市民交代？
第三，政制爭拗問題長期困擾香港，導致社會對立
撕裂，議事堂上政爭不絕，行政、立法劍拔弩張，香
港發展長期空轉，民生經濟解決無期，已成香港心腹
之患。市民都期望通過普選法案解決政改問題，藉此
紓解政治對立，彌合社會分歧，讓各界可以一心一意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而，反對派卻堅持否決普選法
案，令政制爭拗無止境的延續下去，犧牲了廣大市民
的福祉，違背了社會各界的期望。自稱代表民意的反
對派議員，如何面對廣大市民？

放下政制爭拗 追回失去時間
必須指出的是，累月經年的政制爭拗已經嚴重損害

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競爭力。近年來，包括世界經濟
論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
競爭力研究所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等發表的競爭力報
告，都指出中國內地省市在競爭力方面持續趕超香
港，社會內耗將使香港的競爭力進一步削弱。
同時，本港經濟增長近年持續疲弱， 2013 年 GDP
增長只有 2.9%，低於此前預測的 3%，而 2014 年 GDP
增長更跌至 2.3%的低水平。政府對 2015 年的經濟增長
更持審慎態度，預期 GDP 增長僅為 1%至 3%。作為本
港經濟火車頭之一的零售旅遊業，同樣不容樂觀，2月
份香港的零售額同比下跌 15%，是自 2003 年沙士以來
最差的表現；3月份內地赴港旅遊團數量縮水八成。旅
遊零售業不景，對本港經濟就業的影響將逐步浮現。
令人憂慮的是，面對經濟環境的轉壞，立法會反而
將精力時間放在議會的「不合作運動」之上，對政府
推出的政策、法案一概拉布阻礙。創科局一拖再拖。
多個工程撥款更屢被延誤，不但令工程成本大升，而
且失去了寶貴的時間，甚至連一些有利經濟民生的政
策，都同樣在立法會內遭到反對派議員的拉布，導致
議會長期處於空轉狀態，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各項推
動經濟民生的政策無一不在立法會受到阻礙，試問香
港還如何發展經濟、增強競爭力？
在鄰近城市集中精力發展新產業，推動經濟轉型之
時，香港社會仍然沉淪在政治內鬥之中，只會被競爭
對手愈拋愈遠，一個泛政治化的環境也會令國際企業

對香港卻步，最終全港市民都
將成為政爭的犧牲品。
普選法案被否決已成事實。 ■林建岳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現在是時候放下
普選爭拗，放眼將來，追回失去的時間。

工商界顧大局維護繁榮穩定
無了期的政爭絕不能讓 700 萬市民安居樂業，也不能
解決社會各種積存已久的深層次矛盾。工商界一直大
力支持普選法案的落實，雖然有工商界人士擔心普選
衍生福利主義，但工商界從香港整體利益和 700 萬港人
福祉的角度出發，始終旗幟鮮明支持政改向前。事實
上，政制發展與經濟民生和營商環境息息相關。政制
原地踏步，不僅市民無緣「一人一票」選舉特首，更
會因為普選落空而令政爭沒完沒了，社會更加撕裂，
勢必影響香港的投資環境，動搖外來投資者的信心，
最終令香港被邊緣化。工商界支持普選，正是期望通
過落實普選解決困擾香港社會多年的政制爭拗，令香
港社會能夠集中精力解決各種經濟民生問題。
普選法案不幸在立法會被反對派否決，工商界期望社會
能夠放下政制爭拗，聚焦經濟民生，集中精力解決各種經
濟民生問題，追回因政爭令香港失去的時間。期望社會各
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解決經濟、房屋土地、醫療、
社會保障等多種問題，讓特區政府把精力、資源更多用於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上，造福廣大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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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我宣布議
案被否決。」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立法
會說出這句話時，在立法會大樓外支持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的近千名市民，有人失望，
有人憤怒：失望者即時舉起灰傘，表達對結果
灰心，及為決議案被否決默哀；憤怒者向同場
支持否決決議案的示威者倒豎拇指，並高呼要
力」大聯盟其後發表聲明，批評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違背主流民意，為一己政治私利，一手造
成「6．18 否決」，並呼籲選民在未來選舉中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向支持普選決議
案的市民表示感謝。
案的市民表示感謝
。
劉國權 攝

投下「正氣一票」。

諸表決的一刻，並為在會議廳內駁斥歪論的建制
派議員送上支持。昨日中午，決議案被否決的消
息傳出後，眾人無不失望，搖頭嘆息；相反，同
場支持反對派的示威者沾沾自喜，歡呼、拍掌、
擁抱之餘，更重複喊道「我要『真普選』」這句
反對派掛在嘴邊的口號。

反對派休想議席有進賬
面對如此「贈慶」方式，支持普選者表現克
制，只向「對家」倒豎拇指，並高呼要反對派議
員「票債票償」。有人指，自殖民統治時代已等
了普選良久，現在還要再等至少 10 年，自己一票
就這樣被反對派白白剝奪，心情實在非常憤怒。
有人更直言會把「票債票償」這口號付諸行動，
年底的區議會選舉及下年的立法會選舉，反對派
休想在議席上有進賬。
帶領集會的「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發言人周
融在台上嘆道，香港民主夭折了、被殺了，並着
集會人士默哀1分鐘，全場低首不語，有人甚至舉
起灰傘，表達對表決結果灰心，而部分建制派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普選
決議案昨日在立法會被反對派議員否決，扼殺了
香港民主發展進程，在立法會外集會、支持落實
「一人一票」普選的香港市民均大感失望兼更憤
怒，並明言會在今年的區議會、明年的立法會選
舉中向反對派「追債」，要他們「票債票償」。

六旬婦籲親友同向反對派「追債」

年逾六十的梁女士對特首普選決議案被立法會
反對派議員所否決感到非常錯愕及憤怒。她說，
自己特意前來，並在酷熱天氣下參與支持特首普
選的集會，惟最終卻眼巴巴看着普選權從反對派
手中流失，大感不值，並明言日後會呼籲親戚朋
友一同要反對派「票債票償」。
一連兩日均有參與集會的朱先生表示，自己昨
晨 7 時已到場支持普選決議案，但好可惜決議案
最終被否決。他批評，反對派連市民的普選權都
剝奪，行為非常過分，同時更覺得有外國勢力插
手。不過，他認為反對派最終將「邪不能勝
正」，並相信特區政府應在「後政改時代」，着
手思考如何推動施政。

七旬翁：憂有生之年未見普選

年過七旬的劉先生直言，自己多年來也未曾
有機會投票選出自己心儀的特首，2017 年特首
普選是非常難得的機會，但今次卻遭反對派否
決，自己不知道有生之年還能否經歷普選特首
的時刻。他並激動地批評，投反對票的議員是
「普選殺手」，在日後的選舉中必嚐到應得的
苦果。
不願上鏡的鄧伯伯認為，普選決議案遭否決，
「唔止係我一個人嬲，其實有好多人都嬲囉！」
但他坦言「嬲都無用」、「鬥大聲都無用」。大
家都會響應「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的呼籲，
即決議案的結果如何都要和平離場再部署，包括
與身邊朋友一同在未來的選舉中談談投票策略
等。

「普選唔只係你廿幾個人的權利！」

反對派議員「票債票償」。「保普選 反暴

批來自社會各界支持普選的團體和市民，一
大連兩日守候在立法會大樓外，等待決議案付

扼殺港民主 市民憤怒失望

大聯盟批違民意 籲市民投「正氣一票」要反對派「票償」

員也到場向集會人士致意。

周融：輸一仗 「聽日贏返」
周融之後接受訪問時表示，昨日是香港民主黑
暗的一天，但呼籲支持普選者不要悲傷，縱使昨
日輸了一場仗，但不是永遠都輸，「今日輸咗，
聽日贏返」，而反對派會輸掉一整場戰爭，「今
日佢哋否決咗政改，否決咗香港民主向前行。但
我可以話畀你聽，香港民主一定可以到嚟，我們
頭先都話，下一關，2016，票債票償！」
他認為，港人現在應該放下政治爭拗，重過正
常生活，因為政治重要，民生更重要，又說保普
選的工作也至少要維持「十年八年」，自己有生
之年都會做保普選的工作，並希望會有更多較年
輕的人士加入。

大聯盟批反對派為私利否決
「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其後發表聲明，指昨
日是港人必須銘記的一個日子，並將載入香港史
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悍然違背主流民意，不顧
全社會的規勸，為一己政治私利，否決了決議
案，葬送了 500 萬港人 2017 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的歷史性契機。
大聯盟批評，「6．18 否決」嚴重堵塞香港根據
基本法循序漸進、最終達致全面普選的時間表和
路線圖，令香港民主政治的推進遙遙無期，而一
手造成「6．18 否決」的「泛民」議員，以自己的
行動宣告，他們作為所謂「民主派」的時代已經
結束，與民意為敵的反對派才是他們應有的稱
號。

籲已簽名未登記者盡快做選民
大聯盟呼籲曾經參加簽名、但未登記做選民的
香港市民，盡快登記做選民，同時呼籲所有選民
在未來的選舉中都應憑良知、講公道，走進票
站，投「正氣一票」、投香港前途一票。
他們又希望，香港市民繼續以冷靜理性的態
度，以「落實（香港）基本法，爭取真民主」
為口號，最大限度地團結一致，回到求同存
異、共商前途的軌道上，共同彌補過去造成的
社會撕裂，孤立和譴責激進破壞分子，珍惜和
維護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道路曲
折，前景是否光明 ？ 香港是我家，全靠你我
他 ！」

手持中國國旗的林叔在得悉決議案被否決後，
極為憤怒。他狠批反對派無權去否決普選決議
案，並形容他們所為非常自私，「普選唔只係你
廿幾個人的權利！」
鄧先生對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感到很失望，
並批評反對派議員一直綑綁否決，不肯聆聽主流
民意、考慮香港長遠利益。這些人必須在未來的
選舉中付出沉重的代價。
岑先生表示，所有反對派議員是次均被其中激
進派成員綑綁，綁得實在太緊，沒有空間作出讓
步；他們必須為特首普選法案被否決負上最大責
任。

籲中間派多發聲 把激進反對派趕出議會
鄭先生表示，距離特首普選原本僅一步之遙，但反對派卻仍
堅決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絕對是「葉公好龍」的表現。他呼
籲，中間派市民未來要多發聲，把激進反對派趕出議會，才有
機會實現普選。
梁小姐批評，反對派受外國勢力影響而否決決議案，令人無
法容忍。她會呼籲身邊過往不太熱衷政治的親友，在今年的區
議會和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投票，把所有反對派議員踢出議
會。

政制原地踏步非好事 每個港人皆輸家
黃先生坦言，他昨日的心情很沉重，並相信很多港人都會因
反對派綑綁否決而令普選落空感到失望。他強調，香港政制發
展原地踏步不是一件好事， 對香港未來經濟發展都有影響，特
首普選決議案是次被否決，每個港人都是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