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研究協會本月19日至22日成功訪問了1,184名18歲
或以上市民，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52%受訪者

對立法會否決特首普選決議案感到失望，表示沒有失望的有
38%，很難說及無意見各佔6%及4%。同時，有63%表明否
決普選決議案對香港整體長遠發展是壞事，稱是好事的有
29%。

逾半人認為中央與港關係變差
調查顯示，較多受訪市民認為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對香港

各方面均會造成負面影響。其中，46%受訪者認為否決普選
決議案不利香港民主發展前景，稱前景變好的為27%，答沒
有改變的有15%；認為不利香港管治的有48%，稱會變好的
有19%，答沒有改變的有14%；認為中央與香港的關係會變
差的達52%，稱關係會變好的僅錄得10%，表示沒有改變的
則佔23%。

半數人認為最大輸家是港人
被問及誰是普選決議案被否決的最大輸家時，最多受訪者

認為是香港市民，有50%，反對派及特區政府排名第二及第
三，分別為17%及12%，其餘依次為中央政府、親建制派、
其他、沒有輸家，分別有9%、6%、1%、1%。對於誰須負
最大責任，最多受訪者表示是反對派，佔56%，其次是中央
政府、特區政府、親建制派、很難說、香港市民，分別佔
15%、14%、5%、4%、3%。
展望今屆特區政府餘下任期的施政重點，調查發現，高達

74%受訪者認為特區政府應聚焦發展經濟民生，表示是政制
發展的僅得15%。就外界倡議在未來選舉向否決普選決議案
的反對派候選人「票債票償」，達62%受訪者對此表示支
持，稱不支持的只佔19%，反映大多數市民會用手上選票表
達對普選落空的不滿。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促請特區政府應積極就市民最關注的

經濟民生政策展開研究工作，並加強與立法會內各黨派溝
通，加快各政策推行的效率及效益。該會又促請立法會議員
放下過去兩年的爭拗及成見，以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為依
歸，以務實態度審議及制定各項經濟民生政策，推動社會可
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上周綑綁否決了

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香港研究協

會昨日公布的最新調查發現，逾六成

受訪者更表明否決決議案對香港整體

長遠發展是壞事，其中46%認為不利

香港民主發展前景，認為中央與香港

的關係會因而變差的有52%。同時，

有56%受訪市民表示反對派須為此負

上最大責任。放眼未來，74%受訪者

支持特區政府聚焦發展經濟民生，

62%受訪者並表明會對否決決議案的

反對派「票債票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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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市民示威抗議反對派議員扼殺全港選民普選權。
資料圖片

A4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謝孟宜 2015年6月24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涂若奔）長和（0001）主席
李嘉誠昨日出席公司股東會後表示，他對特首普選
決議案被否決感到非常失望，他不願多談這一話
題，但強調依然看好香港的前景，自己沒有從香港
撤資。集團最近在內地及香港一直想買地，由於價
錢超過預算，「麵粉貴過麵包」，不只在內地買不
到，香港都買的少，希望未來一年有機會買到。
李嘉誠此前曾表示，如果特首普選決議案不能通

過，包括他在內的所有人都是輸家。在反對派議員
否決決議案後，「超人」昨日出席長和股東會期
間，被傳媒追問對事件的看法。他回應說：「簡單
來說當然是非常失望，只能夠這樣說，其他不說
了。」

售港燈股權「不出奇」重申無撤資
在長和完成「世紀重組」後，電能實業（0006）向
卡塔爾投資局出售港燈（2638）16.53%股權，再度引
發「超人」是否撤資的揣測。李嘉誠昨日重申沒有撤
資，認為香港的前景是「都有嘅」，又對傳媒笑言
「你現在站的這間酒店（九龍海逸君綽）都是我們
的」。他解釋，之所以出售港燈的若干股權，是因為
「如果一間公司整天收購，有些（資產）賣出不出
奇。（這是）以股東的利益為依歸」。
李嘉誠並指出，以地產業務計，集團於本港的收
租及酒店業務比例很大；而長和在國內外亦有好多
投資，單計零售全球1.2萬間，香港600幾間，「人

家已經說你太大」，預料明年整體零售店數目會超
過1.3萬間。被問及重組後是否有新目標、會否增
加派息時，他說「（新目標）未成功前唔講住」，
對會否增加派息則未有回應。

少買地非看淡前景 只因集團有預算
有傳媒質疑集團近期較少買地，是看淡內地和香港

的前景。李嘉誠澄清，集團一直都想買地，但最近的
情形，「不止在內地買不到，香港都買的少」，其實
集團對新加坡等外國的地都很積極去買。不過有些地
買不到，有些地集團也要進行預算，「如果預算較今
日的賣價（貴），進來的麵粉還貴過麵包，我當然不
買」，集團希望未來一年會有機會買到地。

62%人要反對派「票償」
否決政改損港發展 56%指反對派須負責

民
調：

陳弘毅：現屆政府無責任再提新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否決了
特首普選決議案，煞停了香港民主發展，卻又高叫
要「重啟政改五步曲」。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
弘毅昨日指出，雖然2017年的特首普選落空，但特
區政府已經盡其最大努力推動政改，並花盡心思提
出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普選方案，
故今屆特區政府無責任再提出新的方案。他又強
調，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已明確表明，「8．31」
決定訂明的基本普選制度及法律原則，今後仍然適
用，反對派應面對現實，全面檢討他們現在的政改

策略。
陳弘毅昨日接受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

目訪問時表示，2017年的特區行政長官普選落空，
但特區政府已經盡其最大努力推動政改，最終是立
法會否決了普選決議案，故特區政府現階段沒有責
任再提出新的方案，「普選方案是符合全國人大常
委會『8．31』的決定，特區政府花了很大心思設計
普選方案，並清楚向全社會解釋，所以，特區政府
再沒有責任推動政改。事實上，市民對政改議題亦
感到厭倦。」

普選特首最快要2022年
展望香港今後的民主進程，陳弘毅估計，香港最

快可於2022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隨後立法會普
選，有關的決議案最早可由2016年及2021年的立法
會處理，「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普選時間
表，香港要先實現行政長官普選，隨後立法會普
選，這就是香港民主進程的時間表。因此，選民可
於未來兩屆立法會選舉表達政改意見。」

籲反對派面對現實 檢討現行策略
陳弘毅並建議，反對派應檢討現行的策略，與建

制派於「非政改項目」尋求合作空間，或有助於今
後政改發展的討論，「中央官員已經明確表明，在
香港實施普選前不會改變人大『8．31』決定。立法

會否決政改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亦發表聲明
指出，人大『8．31』決定訂明的基本普選制度及法
律原則，今後商討普選仍然適用。『泛民』應面對
現實及中央取態，全面檢討現行的政改策略。」
不過，劉慧卿宣稱，「策略究竟有咩事呢？選票
是重要，但並非所有。為香港、為國家，民主黨會
堅持理念。若不撤銷不合理限制，如何令選舉公平
公正？經濟與政治就像銅錢兩面，因此，民主黨不
認同（特區）政府只聚焦發展經濟民生。」

「市民對政改議題已感厭倦」
陳弘毅反駁指，他不是要求民主黨放棄立場，而

是要調整策略，包括尋求更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
員會等，「很多市民對政改議題已經感到厭倦，不
希望香港有永無止境的爭議。在香港未步向更民主
化之前，香港（人）仍然要生活，立法會應發揮應
有功能，不要拉布及癱瘓議會，而是探討合作的可
能性。」
被問及有反對派中人要求修改香港基本法中有關

特首普選的條文，陳弘毅強調，香港基本法第一百
五十九條訂明，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不得修改，否則
會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其中，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確立的行政長官選舉制度，就屬於香港基本方針
政策層次，而他看不到任何說服中央修改第四十五
條的理由，因此，在政治現實上並無修改的可能。

■陳弘毅認
為政府已經
盡最大努力
推動政改，
但立法會否
決了普選決
議案，故政
府現階段沒
有責任再提
出 新 的 方
案。
黃偉邦 攝

張曉明與建制派明晚茶敍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自明）政改爭拗
暫告一段落，有建制派議員昨日證實接獲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的邀請，於明晚9時半到中聯辦大樓茶敍。
有獲邀的議員相信，雙方多溝通交流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譚耀宗：溝通是好事
民建聯議員譚耀宗昨日下午證實，他已接獲中聯

辦的通知明晚9時半與中聯辦官員茶敍。他相信，是
次會面不存在「問責」的意思。至於能否起到團結
建制派的效果，他說：「現在很難說有甚麼效果，
但能夠有機會與張曉明主任溝通是一件好事。」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中聯辦會在不同的時
候，包括在討論特首普選時也有邀請建制派議員溝
通，因此我不覺得去與中聯辦溝通會造成壓力。」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則表示，她希望在出席時大家
要向前看，和集中精力處理民生問題等意見。她不
認同有人指稱，中聯辦邀請立法會議員會面是「干
預香港事務」的說法，因類似的交流會並非首次，
而其他團體也不時會邀請議員交流對時事的意見。

葉太：主要是慰勞議員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相信，是次會面主要是慰勞
一眾建制派議員，在過去20個月來為特首普選決議
案所作出的努力。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張宇人稱，中聯辦有邀請自由
黨議員出席，但未知會面的主題。
經民聯議員梁君彥相信，是次會面主要檢討和交

流過去20個月的政改工作，和如何向前看等問題。
過往立法會也曾邀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出席立法會

午宴，如中聯辦邀請全部42名建制派議員，經民聯
沒有理由不參與。
在特首普選決議案表決時投下反對票的醫學界議

員梁家騮證實，他沒有收到邀請，「如果有人結婚
擺酒沒有邀請你，你也不會問原因。」

中聯辦關注港政改正常事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昨日出席公開活動

後說，香港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落實
普選，中央官員於不同階段都大力爭取政改通過，
包括5月31日在深圳會見全體立法會議員，因此，
中聯辦關注香港政改是正常的事，「全香港市民都
看到中央盼望香港實現普選的決心。現階段我無法
預計會面內容，但中聯辦在政改表決後邀約建制議
員溝通，這完全是正常的事。」

袁
國
強
：
休
養
生
息
不
會﹁重
啟
政
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反對派
綑綁投票否決 2017
年特首普選決議案，
扼殺港人爭取數十年
的特首普選夢，近日
卻又聲稱要特區政府
「 重 啟 政 改 五 步
曲」。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昨日強調，香港
在政治層面上需要一
段休養生息的時期，
大家需要冷靜反思及
總結過去20個月的政改經驗。現屆特區政府不
會「重啟政改」，即使在短期內「重啟政
改」，結果也不會突然有很大的轉變。

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袁國強昨日會見傳媒時重申，現屆特區政府

的立場也很清晰，餘下兩年將會專注發展經濟
和改善民生。香港社會已有相當多聲音指在過
去20個月裡，政改的問題已討論了很久，「某
程度上增加了對政改議題的認識，但某程度上
亦令社會有撕裂。」他相信，即使在短期內
「重啟政改」，結果也不會突然有很大的轉
變。

港政治需休養生息期
他續說，香港在政治層面上需要一段休養生

息的時期，大家均需冷靜反思及總結過去的政
改經驗，想清楚往後政改重新上路時，應採取
什麼態度。
對於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

任、香港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日前曾表示，香港
政制發展是循序漸進，認為現屆特區政府不應
放下政改的工作。袁國強回應指不同意對方的
看法。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香港政制
發展要循序漸進，但不代表每日都要做政改工
作。
他說：「其實由1997年到現在，我們也不是

每一年或每一屆也做政改工作，所以不可能因
為這樣便違反了（香港）基本法。」
袁國強又指，雖然今屆特區政府不會「重啟

政改」，但不代表以後不做。他強調，下屆特
區政府絕對有空間決定是否「重啟政改」，並
由下任特首考慮當時香港的政治生態和情況而
決定。

■袁國強 曾慶威 攝

■■李嘉誠對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感到非常失望李嘉誠對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感到非常失望，，但強調依然看但強調依然看
好香港的前景好香港的前景，，並無從香港撤資並無從香港撤資。。 張偉民張偉民 攝攝

李嘉誠對普選方案遭否決非常失望李嘉誠對普選方案遭否決非常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