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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一意孤行否決了普選方案，《人民日

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批評反對派是香港

民主發展過程中的攪局者、破壞者，必須為阻

礙香港民主發展負全部責任。少數反對派議員

否決根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制定的政改方案，

剝奪了 500 萬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權

利。普選夢落空，廣大市民極其失望憤怒，勢

必在未來的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中對反對派

「票債票償」。反對派議員站在「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的對立面，頑固對抗中央，注定沒有

出路。

依法落實香港特首普選是中央的憲制責任，

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就特首普選作出的

「8‧31」決定，為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奠定

了憲制性基礎。特區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符

合基本法和人大「8‧31」決定，符合香港的

實際情況和廣大市民的願望，是實現「一人一

票」選舉特首切實可行的制度安排。反對派否

決普選法案，暴露了他們反中央、反「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本質。《人民日報》文章一針

見血指出，反對派否決政改方案，其實質是反

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其目的是與中

央爭奪香港管治權，圖謀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

治實體。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國人大常

委會辦公廳發言人日前也批評，少數議員頑固

堅持與中央對抗的立場，不顧市民普選期盼，

詆毀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阻撓法案通

過，充分暴露他們阻礙香港民主發展，損害香

港繁榮穩定的本質。

反對派為了一己私利否決政改方案，使中

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作出的努力付諸東

流，致使香港市民錯失了2017年「一人一票」

普選行政長官的寶貴機會。這對香港市民是不

公平的。反對派議員罔顧市民的普選權，一意

孤行否決政改，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歷史罪

人，必須承擔阻停香港民主發展的全部責任。

反對派剝奪了500萬選民的普選權利，令香

港民主發展止步，市民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怒。

反對派是扼殺普選的罪魁禍首，為反對而反

對，加劇社會內耗，損害香港的長遠和整體利

益，選民勢必在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中「票債

票償」，將這些「有破壞無建設」的政客趕出

議會、趕出香港政壇，為香港的民主發展搬走

「絆腳石」。

對抗中央無出路 扼殺普選必「票償」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宣佈，優先向立法會提

交十一項有關民生和經濟的項目。這是政改議

案被否決後，梁特首將工作重點放在發展經濟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舉措。香港的政制爭拗浪費

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現在是時候聚焦經濟民

生，為市民辦實事，謀福祉。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太多政制爭拗，拖累了

香港經濟的發展。反對派策動的79日違法「佔

領」事件，更加令社會撕裂，法治受衝擊，整

個香港都付出了沉重代價。香港 2013 年 GDP

增長 2.9%，低於此前預測的 3%；到了 2014

年，經濟增長速度繼續放緩，GDP 增長只有

2.3%；今年的情況也不容樂觀。如果這樣下

去，香港就難免出現邊緣化的困境。

社會大眾原本期待政改通過後，社會可以放

下紛爭，聚焦經濟民生。然而，反對派議員出

於一己之私否決普選方案，並揚言要在議會中

繼續進行「不合作運動」，封殺特區政府提出

的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等議案。面對這種局面，

特區政府審時度勢，主動調整提交立法會審議

事項的優先次序，將涉及民生和經濟的十一個

撥款申請項目優先提交。

這些撥款申請包括了今年財政預算案內提

出的一次性紓緩措施，如向有關人士發放相

當於兩個月的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

者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為居住於公共租住

單位的較低收入租戶代繳一個月租金，公務

員新一年的薪酬調整，為中小企業發展注資

15 億元等等，都是有利於市民福祉和改善經

濟的措施。立法會早一天審批，市民就可以

早一日受惠。待這些涉及經濟民生的議案通

過之後，特區政府將繼續向立法會提交成立

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希望以此促進香

港的科技創新，讓創新與科技成為香港經濟

新的增長引擎。

梁特首指出：與特區政府不合作，其實就是

與社會不合作。這句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反對

派議員所搞「不合作運動」的實質以及危害。

特區政府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將主要精力集中

在經濟和民生領域，希望讓香港經濟保持增

長，民生繼續改善，重新上路。希望反對派議

員對政府的做法給予積極回應，不要再做阻礙

經濟民生的絆腳石。

（相關新聞刊A2版）

特區政府致力經濟民生
A4 重要新聞

《人民日報》
評論文章：阻港民主發展 反對派負全責

批為私利背離主流民意 圖與中央爭奪港管治權

該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題為《反對派應對香
港民主發展進程受阻負全責》。文章指，香港反

對派議員一意孤行，執意投下反對票，特區政府提出的
普選決議案未獲通過。這一結果背離了香港社會的主流
民意，也是中央政府不願看到的。反對派必須為阻礙香
港民主發展負上全部責任。

漠視主流民意 喊「民主」口號反民主
文章表示，特首普選決議案是在廣泛諮詢香港各界意
見的基礎上提出的，得到多數市民支持，反對派議員予
以否決，是反對民主、漠視主流民意的倒行逆施。香港
回歸以來，圍繞政制發展問題的政治爭拗愈演愈烈，如
能實現2017年特區行政長官普選，不僅可以實現香港
居民多年的民主夙願，香港社會也能從多年的政治爭拗
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謀求發展。
文章批評，反對派不顧民意取向，無視民衆福祉，出
於一己一黨之私否決普選決議案，其喊着「民主」口號
反民主的真面目暴露無遺。反對派否決普選決議案，與
他們從一開始就試圖把香港民主發展引入歧途一脈相
承。是民主推動者還是阻礙者，不僅要「聽其言」，還

要「觀其行」；要看現實，也要看歷史。

2003年煽社會抗爭 2005年否決政改
文章指出，回歸前，反對派中的一些人就站在殖民統
治者一邊，抵制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阻撓香
港特區成立的準備工作。2003年，反對派以立即實行
「雙普選」口號，煽動社會抗爭，企圖製造社會動蕩。
文章續指，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根據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向立法會提出循序漸進修改2007年特區行政
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議案，他們卻執意綑
綁予以否決，使香港民主發展錯失一次良機。「今天的
場景與當年何其相似！」
文章批評，反對派的所作所為，說明他們是香港民主
發展過程中的攪局者、破壞者。反對派否決普選決議
案，實質是反對「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他們
選擇否決普選決議案，其目的就是與中央爭奪香港管治
權，圖謀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司馬昭之心，路
人皆知！

中央盼各界增團結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文章重申，中央希望通過落實普選鞏固和擴大香港社
會政治共識，實現香港長治久安，為此與社會各界一
道付出了巨大努力。反對派議員雖然否決了普選決議
案，但他們阻擋不了廣大香港市民更加堅定地維護「一

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更加堅定地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的歷史潮流。中央希望香港各界增進團結，集
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努力構建民衆安居樂業、
社會安定和諧的良好局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議員在立法會審議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時執

意投下反對票，扼殺港人在2017年普選特首的權利，剎停了香港的民主發展。《人民日

報》昨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指這一結果背離了香港社會的主流民意，也是中央政府不願看到

的，又批評反對派出於一己一黨之私否決決議案，目的是為了與中央爭奪香港管治權，圖謀

把香港變成獨立的政治實體，是香港民主發展過程中的攪局者、破壞者，必須為阻礙香港民

主發展負上全部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
日前綑綁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但無論
是議會內反對派黨派之間，還是反對派與激進
派及「本土派」的明爭暗鬥，均愈趨激烈。反
對派「飯盒會」昨日舉行會議，宣稱計劃於下
月底舉辦「退修營」，預計屆時會討論普選法
案否決後未來的選舉事宜，表面上要團結反對
派陣營，實際是各派系提早為選戰「插旗」爭
位，密謀如何應對向來我行我素的激進年輕勢
力的「挑機」。
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昨日稱，反對派將於下月底舉辦「退修
營」，詳情將於稍後公布。他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時稱，政治與民生不能完全切割，認為如果
不處理政治問題，香港便無法有效管治。他聲
稱，否決普選法案是「新起點」，要求特區政
府盡快重啟「政改五步曲」，更稱會繼續爭取
撤回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令香港人
有「真選擇」。

湯家驊：否決政改不值得慶祝
早前成立溫和議政平台「民主思路」的公民

黨議員湯家驊，昨日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就
跟梁家傑大唱對台戲。他指出，普選決議案被
否決並不值得慶祝，他反而擔心表決結果會成
為反對派挖苦建制派的議題，加深雙方敵對狀
態，關係更難修補。
他續稱，計劃在未來一兩個月會約見反對

派、建制派及特區政府官員，期望收集各方意
見，找到契機修補裂痕，令兩極的政治文化走
向中間。
湯家驊又稱，不必等10年才重啟政改，因為

各界都明白不改善特區政府管治質素，將無法
改善民生。至於會否考慮退出公民黨和參選明
年立法會，他慨嘆自己只有一票，過去幾年已
證明他在議會內沒有影響力，將來留任與否並
非重點，他會在適當時候交代。
民主黨議員何俊仁早前稱，他會在普選決議

案遭否決後啟動所謂「辭職公投」。民主黨議
員單仲偕昨日稱，由反對派、「雙學」、「佔
中三丑」等組成的工作小組，將於下周四（25
日）開會商討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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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議員前
日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扼殺全港市民「一人一票」
選特首的歷史機遇。

普選法案合憲合法理性務實
外交部昨日回應記者提問時強調，特區政府提出的
普選法案合憲合法，理性務實，得到香港大多數市民
支持，某些議員出於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的目的否決法
案，使香港錯失了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重要機遇，他
們要為此承擔歷史責任，中央政府繼續堅定不移地支
持香港特區依法循序漸進地發展民主，最終達至普選
目標。
昨日由外交部發言人洪磊主持的例行記者會上，
有記者問到：「6月18日，香港特區立法會未能通過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法案，外交部對此有何評
論？這對特區對外交往會否產生影響？ 」洪磊回應

時強調，某些議員否決普選法案，他們要為此承擔
歷史責任。

落實港普選 中央一貫立場
洪磊指出，關於這個問題，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已

全面、清晰地闡明了中國中央政府的立場，他再次重
申，堅定不移地根據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推進香港民主發展，落實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由
普選產生的目標，是中國中央政府一貫立場，也是香
港同胞的共同冀盼，中國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此付
出了巨大努力。
他強調，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有關普選法案合憲合
法，理性務實，得到香港大多數市民支持，某些議員
出於阻礙香港民主發展目的否決普選法案，使香港錯
失了實現行政長官普選的重要機遇，他們要為此承擔
歷史責任。

洪磊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政府的一項基本國
策，將長期堅持，「中國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香港特區依法循序漸進地發
展民主，並最終達至普選目標。我們對香港的前途充
滿信心。」

港務屬中國內政 外國不應干預
他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保持香港
繁榮穩定，不僅符合中國利益，也符合各國投資者利
益，中央政府將繼續支持香港特區發展對外交往與合
作，依法保護各國在港利益，「我們歡迎各國繼續在
經貿、文化、旅遊等領域與香港保持和發展關係。同
時，我想強調，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事務
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不應干預。」

外交部：否決法案議員須負歷史責任

英撐港普選須依法 對否決感失望馮檢基自爆勾結外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

嘉妮）反對派一直勾結外部
勢力干預包括政改在內的香
港事務。其中一個「普選殺
手」、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
基昨日自爆，他自去年底開
始，最少8次就政改事宜接
觸英美領事，同時不時聯繫
英美國會議員。

8次接觸英美領事
馮檢基昨日接受電台節目
訪問時自爆，去年底至今，
他多次與英美領事接觸，
「由去年聖誕以來，英國領
事找了我5次。美國領事找
了我3次。你看到他們都不
是不積極。還有歐洲領事、
美國的國會議員、英國國會

議員等。」

指西方認為「袋得過」
他承認，歐美等西方國家

其實都認為特首普選決議案
「袋得過」，又認同政改問
題不只是建制派及反對派的
角力，甚至是中美之間的角
力，故政改涉及國家安全的
考慮。
馮檢基又稱，反對派一直

以來都希望與中央官員對
話，但聲稱中央不可選擇對
象，因為政治上「沒有一定
的朋友或敵人」，並建議特
區政府設立平台，邀請建制
派團體和反對派組織一起討
論「一國兩制」共識和兩地
互信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關據鈞）2017年普選特首
決議案日前被少數無視民意的反對派議員否決。
英國及歐盟分別發出聲明，強調香港普選要按照
香港基本法推行，又希望各方構築具建設性的溝
通平台。英方更表明，對決議案被否決感到失
望。
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就香港

政改方案遭立法會否決發表聲明，指「英國對政
改的結果感到失望」。
他希望各方就未來的政改進行具建設性的對

話，能夠反映香港人的願望，並能夠符合香港基
本法。他又認為，能夠過渡到普選，是保障香港
繁榮穩定的最佳方法，也符合每個人的利益。

歐盟料港續成國際金融商務中心
歐盟在聲明中提到，支持香港引入特首普選，

並在符合香港基本法下提供一個可信、透明及包
容的選舉制度，並呼籲各方參與具建設性的討

論。
歐盟又表明對香港的信心，相信香港仍可以憑

着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法治、人權和自由，配合
「一國兩制」原則，繼續成為國際的金融及商務
中心。

西媒：反對派將「票債票償」
西方主流媒體近日報道香港特首普選決議案被

少數反對派否決的消息。英國《泰晤士報》報道
指出，香港立法會投票結果拒絕了讓市民首次擁
有「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英國《金融時
報》報道指，預料明年立法會選舉時，反對派陣
營將因否決決議案而受到懲罰。《路透社》則引
用投行美銀美林的報告指，香港政改方案落空，
將令短期政治緊張形勢持續，可能對經濟和消費
信心構成壓力，香港和內地之間互不信任的印
象，也很大可能對經濟和政治發展產生負面影
響。

■■《《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批反對派須批反對派須
對阻礙香港民主發展負全對阻礙香港民主發展負全
責責。。圖為立法會外政改支持圖為立法會外政改支持
與反對者集會與反對者集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