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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民主止步 民生闊步
普選受阻難忍悲哀 籲反對派勿再糾纏政爭搞內耗

立會新東補選 大約在冬季

田北辰引《Imagine》勸反對派認清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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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修改基本法不切實際

林鄭月娥昨日以《政改落幕 聚焦經濟民生》
為題，在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網頁和facebook

專頁撰文。她憶述，在本月18日的立法會會議
上，當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宣布「表決完畢，顯示
結果」那一刻，她自己實在難忍悲哀。

民主進程受挫 令人唏噓
她續說，28名議員，包括27名反對派議員和醫
學界的梁家騮，投票否決了決議案，「政改五步
曲」在關鍵的第三步便「行人止步」，500萬名
合資格選民失去了由2017年起「一人一票」選出
特首的機會，2020年立法會全體議員也不會由普
選產生，「香港的民主進程受到重挫，怎不令人
唏噓！」
林鄭月娥表示，她自己過去幾天並沒有就決議
案被否決公開發言，「身為政改諮詢專責小組的
組長，心情是沉重的，要靜下來，想一想這個結
局是否無可避免。」

「堅決抗拒 重啟啟難成事」
林鄭月娥強調，在過去20個月的公眾諮詢和討
論中，專責小組都不厭其煩，強調任何方案必須
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
決定，因這是特區政治制度的憲制和法律基礎，
是貫徹實施「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不可偏離的大
原則，也是這次政改討論必要的先決條件，「很
可惜，絕大部分『泛民』議員由始至終都抗拒這
幾個重要原則。若他們的立場不變，即使重啟
『（政改）五步曲』，政改只會是同一命運，難
以成事。」

馬上跟進扶貧 為民做實事
林鄭月娥重申，決議案被否決後，無論在法律
基礎上或立法時間上，現屆特區政府都無法重啟
「政改五步曲」。今後，特區政府會聚焦處理拓
展經濟、改善民生的議題，如她自己已馬上與同
事跟進扶貧助弱的工作，並為制定人口政策訂立
下一步計劃；下月初又會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
席身份，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匯報文化區的最新
發展。
她又說，在決議案被否決後，收到很多朋友、
同事和市民的電郵，安慰她不必氣餒，也提點她
辛勞過後要好好休息，保重身體，「我感謝大家
的關懷，但香港還有不少需要（特區）政府、立
法會和大眾專注處理的問題，不容我們鬆懈。」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問責團隊和公務員會
不遺餘力，推進各方面的工作，懇請反對派議員
不要再糾纏在政改的議題，否則只會消耗社會的
精力，扼殺當局為廣大市民做實事的空間。

辛勤20個月 出力拓民主感安慰
另外，在回顧籌劃政改的20個月期間，林鄭月
娥形容「工作是忙碌的，心情是忐忑的，但過程
仍是愉快的」，指自己與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組成「政改三人
組」，互相扶持，苦中作樂，背後還有一群一直
努力不懈的公務員同事，為他們出謀獻策，面對
大量工作仍辛勤不倦，公而忘私，「此刻，我們
不應再為政改方案被否決而沮喪；反之，能為香
港民主發展出一分力，我們應為此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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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28名「普選殺
手」日前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扼殺了香港民
主進程，近日更狂言要求修改香港基本法、取消特首普
選的提名委員會制度。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昨日表示，雖
然修改香港基本法在法律及理論上可行，但在政治上完
全不實際，根本無可能實現。他指出，修改香港基本法
的難度比修改特首產生辦法的門檻更高，也更難凝聚社
會共識及得到中央同意。

政改爭議收窄 基礎更扎實
袁國強昨出席一活動後表示，雖然對政改決議案被否

決感到失望和遺憾，但他問心無愧；他又相信政改結果
對社會並非沒有正面影響。
他解釋，過去20個月政改以來，香港社會對香港基

本法、「一國兩制」等普選議題有充分交流，即使無法
取得共識，但相信不少市民對某些議題，例如「公民提
名」違反香港基本法，有更深的了解及認同。而爭議範

圍收窄，有助下一屆特區政府或往後「重啟政改」的討
論基礎更加扎實。

政治上不實際 無可能實現
袁國強重申，現屆特區政府不會「重啟政改」。被問

到反對派近日狂言要求修改香港基本法、取消第四十五
條提及的提委會制度時，他回應說，雖然在法律及理論
上可以這樣提出，但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實際，也沒有什
麼可能實現。
他解釋，修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程序，比
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普選特區行政長官或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更加困難。
「換句話說，若然我們要做到修改（香港）基本法，
無論哪條條文也好，其實那個要求是更加高，在（香
港）社會上可以凝聚共識更加困難，而且亦不只是香港
單方面提出，便可以達到修改（香港）基本法，也需要
中央，特別是（全國）人大方面的同意。」他說。

袁國強坦言，現在連修改特首產生辦法也做不到，要
修改香港基本法及有關特首普選在提名方面的條文，只
會更加困難。

【上接A2版】湯家驊昨日
宣布退出公民黨，並同時宣布
辭任立法會議員一職，10月1
日起生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昨日表示，將刊憲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選
舉管理委員會將依法安排立法會新界東地方
選區進行補選。根據資料，預料今次補選最
快明年1月舉行，當選人最多只有約7個月
在議會內議事，便要再投入新一屆立法會競
選工作。

空缺21天內刊憲 料耗資千萬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表示，已得悉湯家

驊的決定。局方指出，當立法會秘書藉憲報
公告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選舉管理委
員會將按照有關法例，安排新界東地方選區
進行補選。

局方資料顯示，立法會秘書在知悉立法會
議席出現空缺後21天內，便須刊憲公告立法

會議席出現空缺。法例亦規定不得在立法會
現屆任期結束前的4個月內舉行。

自香港回歸後，1998年的立法會選舉至今，
香港共舉行過6次立法會補選，其中在2000年、
2001年及2007年舉行的3次補選，開支分別約
2,700萬元、60萬元及2,000萬元。

該3次補選分別在立法會議席出缺公告刊
憲後80天、59天及115天舉行。選舉事務處
一般會在每個財政年度預留約1,800萬元舉行
補選。

最快明年1月 議事7個月
值得留意的是，2007年立法會議席出現空

缺時，選舉事務處已開始籌備2007年區議會
選舉。今次湯家驊議席出缺時間，亦臨近11
月22日區議會選舉日，為免與區選重疊和安
排工作，預料當局會最快於明年1月左右舉
行是次補舉。

此外，今屆立法會議員任期於明年9月30
日結束；明年便是立法會選舉年，選舉期一
般在9月舉行，而立法會一般又在7月休會，
故此，今次補選的當選人，明年任期只約9
個月，參與議會事務最多只約7個月，然後
便要再投入新一屆立法會競選工作。

■記者 鄭治祖

決定退出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昨日明言，其中一個退黨原因，
是公民黨已偏離創黨理念，未能成為可與中央溝通的「民主黨派」。事
實上，公民黨過去與激進政黨發動「五區公投」鬧劇，近年討論政改時
又屢次發表與中央對抗的言論，更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特首普選決議
案，黨領導層本月更聲稱公民黨走「本土路線」，親近「港獨」分子，
公民黨變質為激進政黨，可謂人盡皆知。

合演「辭職」鬧劇 變質露端倪
2010年，公民黨與激進政黨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力推立法會議員辭
職補選的所謂「辭職公投」鬧劇，公民黨變質已露端倪。近兩年來，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在不同場合，更就政改多次提出與中央對抗的言論，揚
言撤銷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
上月31日，3位中央官員到深圳與全體立法會議員會面，梁家傑其後

便死撐中央在普選中作出「篩選」，不讓港人有「真普選」云云。他在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審議發言時，仍聲稱中央和特區政府做政改諮詢
只是「做戲」。
梁家傑於本月接受傳媒訪問時更聲言，公民黨黨綱來年會加入「本土綱

領」，走「本土路線」，袒護「港獨」；他又指，大專學生焚燒香港基本
法等於反對「一國兩制」是「無限上綱」，為激進行動護航。
此外，公民黨主席余若薇過去便多次被傳媒踢爆與美國

駐港總領事密會，又出席外國就香港政改舉行的所謂「聽
證會」，邀請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普選，試圖挑戰中央在香
港政改的主導權，以至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新民黨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上周立法會審議
2017特首普選決議案時未有機會發言。他昨日在
電台節目上透露，當日早已準備好一份講稿，內
容是想問反對派：「你們到底想要什麼？」他批
評反對派只會反對，未有提出任何實際可行的條
件討論，為實現2017年普選特首努力。
田北辰昨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在過去20個

月的政改討論時間裡，他看不到反對派實質想要
什麼普選，並批評他們的口號空泛，未有為實現
2017年普選特首努力；他亦相信選民在下次立法
會選舉中，會以選票對投下反對票的議員表態。

憑歌寄意 認同建制派理念
他引述香港大律師公會指，以「公民」為基礎的
提名委員會是不可能的：「只講過要『公民提
名』、提名委員會缺乏廣泛代表性、跳出『8．31』
框架。……『泛民』只是一直不要（中央）給予的
東西，卻一直沒實際講過自己想要什麼。」
田北辰形容，現在香港政壇有三類人：支持中
央、與中央作對、願意和中央合作；他認為，議

員應以第三類為目標，和中央溝通及建立互信。
他坦言，現時部分反對派議員「有理想，但無勇
氣（與中央做朋友）」，故期望未來中央可與他
們多溝通，建立互信基礎，讓他們日後可有信心
走出來支持政改。
他又透露，自己當日原本打算即場演唱英國已
故著名歌手約翰．連儂《Imagine》一曲憑歌寄
意，「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day you'll join us. And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令反對派中人明白，這
世界是有夢想的；又期望反對派終有一日能認同
建制派的理念，能走在同一路上，世界也將變得
美好。

林大輝：首要重整旗鼓
全國政協委員、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昨在

接受另一電台訪問時則表示，即使特首普選決議
案被否決，建制派也不應自亂陣腳，目前最重要
的是重整旗鼓，故必須開一次會討論將來的部
署，包括進一步團結和分工等議題，盡快取回中
央和市民的信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上周
遭反對派綑綁投票否決，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
主任、香港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昨日批評，反對派過去用所謂的
「公民提名」、「假普選」來欺騙香港人。他又認為，根據香
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政制發展是循序漸進，認為特區未
來仍需考慮優化選舉委員會。

斥「假普選」抹黑政改
胡漢清昨在香港總商會基本法活動中指出，根據《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一個文明、自由社會的普
選，每個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並無提名權。他批評，
反對派是用所謂的「公民提名」來挑戰現有機制，更借此聲稱
政改方案是「假普選」來欺騙香港人。
他續說，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楚列明了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存在；他並質問反對派：「沒有提委會，特首候選
人怎樣產生呢？」
胡漢清表示，香港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多數香港市民希望政

制發展向前行，而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也指出，香港政制發
展是循序漸進，不能原地踏步和不能一步到位。他認為，現屆
特區政府不應放下政改的工作，只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而應考慮日後如何優化目前的選舉委員會，否則香港政制發展
將會停滯10年，最快要等到2022年才有改變。

胡漢清批反對派騙港人

▲林鄭月娥昨日撰文重申，今後特區政府會聚焦拓展經濟、改善
民生。 網上圖片

◀林鄭月娥早前落區宣傳政改，並與市民合照。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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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家驊昨日宣布退出公民黨，並同時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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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昨表示，修改香港基本法在法律及理論上雖可
行，但在政治上完全不實際，根本無可能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