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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主最黑暗一天 反對派是歷史罪人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昨天，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也是香港民主最悲哀的一天。普選法案在反對派議員綑
綁投票之下被否決，港人「一人一票」選特首的願望落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普選特首遙
遙無期，社會繼續陷入對抗與內耗，全港市民都成為輸家。反對派是扼殺香港普選的歷史罪
人，必須予以強烈譴責。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為促成普選付出了巨大的努
力。政改一役讓香港市民看清楚：誰在真心誠意推動香港落實普選？誰出於一己私利千方百
計阻礙香港落實普選？扼殺普選的人，有何資格自稱「民主派」，所謂的「泛民主派」實為
「反民主派」、「普選殺手派」。廣大市民應清算反對派的惡行，在隨後的兩場選舉中對他
們「票債票償」，不要讓他們以為否決普選「零成本」。普選法案被否決已成事實，香港社
會應放下政改爭論，將時間精力集中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上。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堅持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堅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對於任何破壞香港穩定的行
為，相信中央不會坐視不理。
特區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
「8．31」決定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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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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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一直穩佔五成至六成或以上，得到主流民意的支
持。然而，一個得到主流民意以及大多數立法會議員
支持的普選法案，竟然在立法會被反對派議員否決。
廣大市民唾手可得的普選特首權利被無情剝奪，政制
發展再次原地踏步。這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也
是香港民主最悲哀的一天。

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反對派議員一直高呼「爭取普選」，現在普選大

門已經打開，只要他們投下支持的一票，在香港回
歸二十年、「五十年不變」未到一半的時間，全港
合資格選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實現民主
發展的重大飛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日前就政改問
題作出權威解答，既表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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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了普選制度能否優化的誤解和
疑慮，表明所謂「袋一世」的說法只是造謠。既然
如此，反對派議員更沒有否決普選法案的理由。毫
無疑問，所有投下否決票的反對派議員，都是扼殺
香港普選的歷史罪人。扼殺普選的人，有何資格自
稱「民主派」？所謂的「泛民主派」，實為「反民
主派」、「普選殺手派」。社會各界對他們的反民
主行徑應予以強烈譴責！

扼殺普選必遭「票債票償」
普選法案不只關係到市民的普選權，更關係到香港
何去何從。政改問題長期困擾香港，導致社會長期對
立內耗，爭吵不休，令香港陷入無日無之的空轉。中
央堅定推動普選法案的落實，也是希望藉此解開政改
死結，紓解社會矛盾，彌合社會裂痕，讓香港能夠走
出政制爭拗的泥沼。
然而，反對派綑綁否決法案，浪費了中央的一番苦
心，更給香港社會帶來嚴重後果，不僅令港人「一人
一票」選特首的願望落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普選
特首遙遙無期，而且令香港的政改爭拗無法平息，社
會繼續陷入對抗與內耗，經濟民生更困苦，全港市民
都要為之付出沉重代價。諷刺的是，對於否決普選法
案的惡果，反對派其實也心知肚明，在早前與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會面時，多個反對派政黨都表示憂慮社
會矛盾因而加劇云云。既然他們早知否決的惡果，為
甚麼仍然執迷不悟堅持與民意為敵？這讓香港市民更
加清楚看到他們為了一己之私不惜搞亂香港的真面
目。廣大市民應清算反對派的惡行，在隨後的兩場選
舉中對他們「票債票償」，不要讓他們以為否決普選
「零成本」。
普選法案被否決令人失望，但這次政改討論卻讓
廣大市民看清楚，誰人才是真正為香港的民主發展
盡心盡力。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及社會各界人士
為促成普選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人
大「8．31」決定為特首普選「開閘」，中央三番四次
向反對派議員釋出誠意，只要有百分一希望，中央亦
盡百分百努力，足證中央推動政制發展的誠意。特區

政府為爭取議員支持方案，夙
夜匪懈，迎難而上，沒有放過
任何落實普選的機會。香港的
主流民意一直支持依法落實普 ■盧文端
選，為普選法案注入了強大的正能量。可惜的是，各
界的努力最終卻被「反民主派」扼殺，對於否決的議
員，各界不能輕易放過。

放下政制爭拗搞好經濟民生
普選法案被否決已成現實，香港社會是時候放下政
改爭論，將精力集中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之上。所有
民意調查都顯示，市民最關心的議題，始終是經濟民
生。社會各界都冀盼香港能夠從政制爭拗中解脫出
來，集中精力解決經濟、民生和社會的諸多深層次問
題。正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出，長期以來，有關政
制發展問題的爭拗一直沒有間斷，耗費了特區政府太
多的時間、精力和太多的社會資源。可以說，政制之
爭「累港久矣」。因此，特區政府當務之急是將施政
重點由政改轉到經濟發展之上，與社會各界攜手謀劃
香港未來發展，追回因政制爭拗浪費的時間。
必須指出的是，普選法案雖然被否決，但不會動搖
中央政府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普選的意志和決
心。中央政府將一如既往堅持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不動搖，堅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繼續支持香
港安定繁榮及經濟民生發展。對於任何危害香港繁榮
穩定的行為，對於企圖在香港製造混亂以至動亂的事
件，相信中央不會坐視不理。奉勸一些激進分子不要
以身試法，否則，只會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並使自
己處於更加孤立的處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斷拖延有關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立法會 節會議審議創科局撥款。

派議員昨日反對加開會議，聲稱特首梁振英是在「挑起鬥爭」，將民生當作「人質」，更聲言會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也稱，梁振英硬要以創科局「挑起鬥
爭」，將民生項目押後，並重申反對派希望較少爭議的民
生項目先行通過，如綜援、生果金等「出三糧」等，要求
特區政府先讓財委會審議民生項目。

繼續拉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則呼籲財委會盡快處理創科局撥款，從而處理民生項目，讓

張建宗：按次序優次提項目

財務委員會於下周五審議成立創科局的相關撥款申請，並置於綜援「出三糧」（額外發放兩個月
津貼）等預算案提出的惠民措施之前，特區政府要求財委會在當日加開一節兩小時的會議。反對

基層盡快受惠。
法會去年 10 月曾通過特區政府提出成立創科局的決
議案，但財委會在審議有關的撥款申請時，反對派
瘋狂拉布，令財委會在限期內未能通過撥款申請，特區政
府須提交新的決議案。立法會大會於本月 3 日以 33 票贊
成、6 票反對、3 票棄權，通過成立創科局的決議案，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其後向財委會提出開設創科局職位的建議
及營運撥款申請。

立

當局促財會增兩小時商撥款
財委會下周五將處理創科局的相關撥款，其後再審議公

務員薪酬、綜援「出三糧」等撥款，反對派議員已聲稱屆
時會再拉布。特區政府近日去信財委會，要求在下周五增
加一節兩小時的會議。財委會主席張宇人表示，明白創科
局的撥款已經拖延很久，但需要徵詢議員的意見再作決
定。
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聲稱，特區政府要立法會先通過
創新及科技局撥款，再處理其他民生議題撥款是「玩鬥
爭」，並質疑梁振英聲稱重視民生，為何不先將沒爭議的
民生撥款建議提交財委會通過，要財委會先通過創科局撥
款，是以民生議題作為「人質」，故他反對財委會增加一

張建宗昨日出席一活動後，被問到「三糧」撥款或因此
而未能如期批出時，呼籲議員盡快處理在財委會議程中的
項目，並強調特區政府是按着次序、優次提交項目的，
「我也希望能夠盡快處理創科局的撥款，因為已拖了很
久，從而可以看看民生項目，包括紓緩的措施──其中有
所謂「三糧」以及公屋的免租，都可一併處理，讓基層
（盡快受惠）。」
他又續說，超過 120 萬人正在領取綜援，如果將公屋住
戶也計算在內，更不止此數，所以受惠的基層市民數目相
當多，「既然政改已塵埃落定，希望議員大家凝聚力量，
一起處理手上有關的（撥款）申請。」

嘉應商會普選關注會謝警速破「製彈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文森）警
方於特首普選決議案表決前夕偵破一宗激進
分子涉嫌製造爆炸品案，香港嘉應商會及香
港普選關注會昨日前往灣仔警察總部向警方
遞交致謝信，表揚他們神速破案，為市民消
除威脅及保障了人身安全，同時為警方自
「佔領」行動以來的執法予以慰問。
香港嘉應商會及香港普選關注會昨日到灣
仔警察總部，就警方早前破獲激進分子「全
國獨立黨」製炸彈一案遞交致謝信加以表
揚。其間，29名成員拉起橫幅，高叫口號，
並高舉「神速偵破炸彈案 向香港警隊致
敬」、「消除恐襲 打擊港獨」的標語牌，支
持警方執法。

巫辰冬：讓市民吃「定心丸」
嘉應商會發言人巫辰冬表示，警方自去年
的「佔領」行動至日前偵破「全國獨立黨」

製造炸彈一案皆非常努力執勤，致力維持香
港治安。不過，警方在執勤時卻「尊嚴被踐
踏，威信被破壞」，故該會希望向警方表達
他們的支持，為他們打氣。
他續說，倘治安被破壞，將會對香港社會
發展造成巨大傷害，但激進分子罔顧香港長
遠發展，採取激進行動，不少成員對近日的
「炸彈案」感到非常震撼和恐慌，幸警方迅
速破案，避免了大規模的傷亡，為香港市民
「打下強心針」。

黃啟明批激進者漠視市民安全
香港普選關注會發言人黃啟明指出，警方
在特首普選決議案表決前夕偵破了「全國獨
立黨」製炸彈案，效率神速，為市民消除威
脅，保障了市民人身安全，故向警務處處長
盧偉聰遞交致謝信，表揚他們的表現，又批
評激進分子破壞香港繁榮和發展，漠視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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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應商會及普選關注會到警總撐警致謝
嘉應商會及普選關注會到警總撐警致謝。
。 鄭治祖 攝

的福祉。

「愛港力」責反對派荼毒青少年
「愛護香港力量」約10名成員昨日也到警
察總部向警隊獻花，又將致警務處處長的感
謝信交由代表接收。「愛港力」行動召集人
李家家批評，反對派一眾「政治演員」過去
不斷宣揚「革命」、「以武制暴」等不負責
任的言論，荼毒青少年要以各種抗爭手段去
「救香港」，結果導致發生了威脅香港市民
性命的暴力事件。
她讚揚警方迅速搗破了「本土派」的恐怖
活動，讓香港市民的生命及財產免於威脅，
「警隊除暴安良，鍥而不捨制止連場暴力衝
擊，市民理應多謝香港警察，因這實是香港
之福！」她又期望法官判刑時不要考慮「暴
徒」的政治背景及理念，不要讓外界誤以為
「民主」而犯案必獲輕判，甚至無罪釋放。

激進派暴力恐嚇計得逞是香港民主之恥
在反對派議員逆民意而行之下，立
法會昨日否決了普選法案。綜觀這兩
日的辯論，建制派繼續苦口婆心勸告
反對派順從民意，顧全大局支持法
案；反對派繼續口硬，堅稱會否決法
案，梁家傑發言時更指他對得起歷史
和前人云云。歷史會否宣判梁家傑等
反對派有罪，相信廣大市民心中有數。普選是香港的
歷史機遇，現在被反對派議員扼殺，不論他們如何狡
辯，他們毫無疑問將成為香港的歷史罪人，這個罪名
將會跟隨他們一生。難怪梁家傑等人發言時眼神閃
爍，中氣不足，正是心虛理屈所致也。
其實，不少反對派議員直到投票當日，要否決一個

楊德斌膺 總監下月履新

政府申加時審創科
反對派聲言再拉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
明）特區政府昨
日宣布，經公開
及內部招聘後，
委任香港科技園
公司首席企業發
展總監楊德斌出任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楊德斌（上圖）自1987年於美
國矽谷開展事業，多年來在資訊通
訊及科技領域擁有豐富經驗，他將
於下月2日履新。
特區政府昨日介紹，楊德斌曾於
美國矽谷出任硬件和軟件工程師及
市場技術經理。他在1995年回港進
一步發展其事業，並曾於數家跨國
企業及香港上市公司擔任高層管理
職位。2009 年 2 月，他加入香港科
技園公司，現任該公司首席企業發
展總監一職，並通過與本地及世界
各地的政府機構、非牟利組織、業
界、協會及投資團體合作，推動香
港科技生態系統的發展。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國威對楊德
斌的任命表示歡迎。他讚揚楊德斌
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經驗，加上卓越的管理
才能，深信他定能把廣博的專業知識應用於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工作上，為香港資
訊及通訊科技和電子政府發展注入新動力，
並相信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員工在楊德
斌領導下，定能在工作上精益求精。

普選法案仍是沒有底氣，但為甚麼他們仍然要扼殺普
選？真正原因是受到激進派的恐嚇計所致。很多社會
人士在表決前不斷抨擊激進派綑綁反對派，呼籲溫和
派人士拿出勇氣掙脫綑綁，但效果有限，反對派仍然
是綁得死緊，這是由於激進派神通廣大，計無遺策，
令溫和派動彈不得？又或是溫和派真的怕了社民連、
「人民力量」一班烏合之眾在區議會選舉中狙擊，所
以不敢造次？原因不是這樣簡單。他們甘於被綑綁的
主因，是怯於激進派的暴力恐嚇所致也。
由政改討論開始，激進派就不斷恐嚇溫和派議員，
如果妥協就要他們付出代價，要將他們鬥垮鬥臭。結
果去年「佔領」爆發，反對派無一個政黨組織敢不參
與，就是怕被攻擊。到了政改進入最後直路，激進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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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恐嚇溫和派，而且恐嚇的內容不只是在選舉中狙
擊，而是對準其人身安全，最明顯就是揚言糾集十萬
人在表決時包圍立法會，如果有人轉軚，示威者就會
立即衝入立法會「懲罰」議員，目的就是要製造白色
恐怖。即是說如果議員支持政改，不單會遭到文攻，
更要受到武嚇，就如文革般被一班「香港紅衛兵」鬥
倒。激進派也是摩拳擦掌，每日到溫和派人士的網
頁、群組中留下恐嚇性留言，有人更指要製造武器威
脅議員。
警方日前破獲一個新興極端「本土派」組織，「全
國獨立黨」的「武器庫」，當中更發現可製造極具殺
傷力炸藥的化學原料和金鐘、中環的地圖，據悉這班
極端分子打算如果政改通過，就在立法會門外引爆炸

彈，繼而讓一班激進分子衝入立法會，重演台灣的
「太陽花學運」，而他們事前已經在網上宣揚會發動
襲擊，最終引起警方注意而被捕。這宗聳人聽聞的企
圖爆炸案，敲響了本港社會的警號，原來真的有激進
分子會因為政治目的而不惜製造嚴重傷亡事件。由此
可見，激進派對反對派議員的恐嚇絕非信口開河，而
是確實要利用暴力威脅議員投票。
顯然，在這次政改博弈中，不少溫和派議員正是擔
心激進派的威嚇，擔心個人安全，最終寧願選擇否決
法案，明哲保身，從一些溫和派議員的發言中，其實
也可看出他們的無奈。立法會議員投票自由受到法律
保障，但在近年暴民政治歪風愈演愈烈之下，竟然連
議員的投票自由也受到威脅，有人更公然糾眾包圍議
會威逼投票。這些高舉民主旗號的所謂「民主派」，
所做的正正是最反民主的行徑。普選法案被否決固然
令市民感到失望，但這種暴民歪風才是本港民主的最
大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