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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決定港普選獲彰顯認同
全國政協港委員深圳開會 沈沖傳達後政改3點意見

約100多名全國政協港澳委員昨日
在深圳紫荊山莊出席會議，學習

剛於本月中結束的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
會第十一次會議精神及「一帶一路」對
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性。消息人士向本
報透露，沈沖昨日在會後，特別要求來
自香港的政協委員留下，傳達有關負責
人有關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後的三點意
見。

政爭凸顯學習基本法重要性
據引述，沈沖在傳達時首先提到，香
港基本法是確保「一國兩制」成功落實
的憲制性文件，要維持香港繁榮穩定，
必須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依法辦事。在政
改爭議中，已進一步凸顯學習基本法的
重要性。故此，香港委員今後仍需持續
學習香港基本法，維護基本法權威。
消息人士續引述沈沖傳達指，其次，
香港目前應全力發展經濟民生。引述提
到，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今年全國「兩
會」期間，在北京講話時提出「三個看

清」，即看清香港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
有內地作為靠山；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最
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香
港將會在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
程中繼續長期發揮最特殊的補益作用。
據引述，沈沖傳達說，張曉明主任指
明了香港今後發展的重要方向，而香港
在政爭告一段落後，只有着力經濟民
生，香港才有更好發展，否則只會在周
邊地區競爭中落後於人。

落實普選受阻因反對派綑綁
消息人士又提到，沈沖最後傳達表

示，雖然傳媒近日「熱炒」建制派在普
選決議案表決時的一些失誤，但這些只
是意外，而香港落實普選受到阻礙，則
完全是反對派不顧民意、綑綁否決下造
成的後果。
據引述，沈沖在傳達時進一步強調，

即使決議案被否決，香港社會在整個政
改過程中仍有收穫：一、中央對香港實
現普選的誠意獲充分顯示；二、全國人

大常委會「8．31」決定不可撼動；
三、中央對香港普選擁有主導和最終決
定權，得到廣大市民認同，而這些認同
十分重要，這些才是決議案被否決的本

質情況。
對於建制派在表決時出現的一些失

誤，據了解，沈沖傳達時寄語建制派今
後要加強協調，團結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反對

派議員綑綁否決，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今晚會宴請各建制派議員交

流。據引述，中聯辦協調部部長沈沖昨日在深圳向全國政協香港

委員，傳達有關負責人就政改告一段落後的三點意見，特別提到

決議案被否決完全是反對派不顧民意的後果，但在普選討論過程

中，中央對落實香港普選的誠意、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不可撼動、中央對香港普選擁有主導和最終決定權均得到充分

彰顯和廣大市民認同。他寄語建制派目前應着力經濟民生，今後

要加強團結協商，為香港繁榮穩定再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
十一次會議於本月17日在北京閉幕。據了解，約100多位
全國政協港澳委員昨日在深圳出席會議，學習是次常委會
會議有關「十三五」規劃的會議精神。有與會的全國政協
香港委員認為，香港政改爭議暫告一段落，港人目前更應
把握國家發展機遇，才能令香港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本月中

旬舉行的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上，就會議主題「制定國
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發表講話，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應邀出席常委會會
議並作報告。
據悉，昨日上午在深圳紫荊山莊舉行的會議上，全國

政協副秘書長孫懷山傳達有關會議的精神，包括中國經
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標、主要任務、擴大內
需、發展潛力、改善民生、不斷增進人民福祉和促進社
會和諧等內容，並傳達要求港澳委員為「十三五」規劃
多提意見，為國家多作貢獻。

強調經濟民生 利港配合「十三五」規劃
與會的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認為，「十三五」目標是為

國家建設全面小康社會，而香港政改告一段落，特首梁振
英近日強調經濟民生優先原則，除有助香港發展外，也有
利香港進一步提出如何配合「十三五」規劃的建議。
另外，有經濟專家在會上向港澳委員介紹「一帶一

路」對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性。與會的全國政協委員陳
清霞表示，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重視經濟發展，在
「後政改」時期，港人更應探討如何把握這些國家發展
機遇，做好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為香港年輕人和
專業人士尋找新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在政改表決過
後，仍有許多事務有待處理。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昨日表明，政改工作已告一段落，現屆特區政
府會在餘下日子聚焦經濟、民生，而未來又有4場選舉
要舉行，故不會重啟「政改五步曲」，也不會建立平台
討論政改。他又指，中央政府與反對派的溝通，任何形
式都可以考慮，但反對派若不承認政改的法理基礎，恐
怕將來難有溝通基礎。
立法會大會昨日討論香港於政改後的出路。劉江華在
回覆民主黨議員涂謹申口頭質詢時重申，現屆特區政府
在法律上和時間上都不可能重啟「政改五步曲」，至於
下屆特區政府會否重啟「五步曲」，要交由下屆特首決
定。
他表示，現屆特區政府的政改工作已告一段落，會在
餘下兩年任期內聚焦經濟、民生政策，希望與社會各界
共同努力、加強溝通、重建互信、同心協力處理各項經
濟發展和民生議題。

須按基本法人大決定 不當言行損互信
劉江華強調，未來要成功落實普選，必須處理好法理
基礎、溝通基礎和互信基礎。在法理基礎方面，他指
出，任何政改方案都必須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和決定來制訂，而若不能展現應有
的誠意，溝通不會有任何實效。特區政府過往都安排了
數次中央與反對派議員溝通，可惜部分議員只顧擺出政
治姿態，結果白白浪費了。
最後是互信基礎，他說：「建立互信需要時間，亦需
經歷一個過程。只有各方回歸法理基礎，好好利用溝通
基礎，才能逐步建立彼此之間的互信。在這個過程中，
任何不當言行，都有機會破壞彼此間的互信。」
劉江華認為，如未能建立並鞏固這3個基礎，強化中

央與特區的關係，恐怕社會上未必有足夠客觀條件啟動
「五步曲」，以推動落實特首普選。
會上，多個議員提出中央與反對派溝通的建議。民建

聯議員蔣麗芸認為，可由特區政府安排議員到內地「行
下」，輕鬆了解內地情況。公民黨議員毛孟靜則稱，中
央官員可否應議員邀請來港，在中聯辦以外的地方與議
員會面，「而並非全體立法會議員被召到深圳，受京官
教訓。」

不會重啓「五步曲」無打算建政改平台
劉江華在回應時表示，特區政府贊成有多些溝通、少
些互相攻擊，並認為任何溝通形式都可以考慮，但強調
若不承認政改的法理基礎，恐怕將來難有溝通基礎。

他又指，在未來兩年將有4場選舉，如何確保選舉公
開、公平、公正地舉行，是當局最重要的目標和工作，
所以既不會重啟「五步曲」，也不打算建立平台討論政
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昨日辯論「『一國兩
制』的實踐與延續」的無約束力議案。多名反對派議員聲稱，
中央近年不斷「介入」香港事務，扭曲「一國兩制」原意。建
制派議員批評，反對派長期誤導市民，將中央依法履行憲制責
任視作干預香港事務。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表
示，反對派對中央恪守「一國兩制」的信心抱懷疑態度，完全
沒有必要，亦與事實不符。
公民黨法律界議員郭榮鏗昨日在立法會提出動議，稱中央近

年不斷「介入」香港事務，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愈來愈向中央
「靠攏」，令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跌至谷底」。激進反
對派議員黃毓民更提出修訂，要求成立「修憲港是會議」及修
改香港基本法。

葉國謙：中央依法履行憲制責任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批評，原議案的內容完全不
符事實。他強調，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反對派議員卻故
意誤導市民，將中央依法履行憲制責任視作干預香港事務。
他又批評，反對派縱容學聯成員等焚燒香港基本法，是破壞

保障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金鐘罩」。他並提出修訂，要
求特區政府加強向青少年宣傳香港基本法。

鄧家彪責反對派選擇性引基本法
工聯會議員鄧家彪質疑，反對派經常選擇性引用基本法，

「保護自己時就講『兩制』，要攻擊國家就置『一國』於不
顧。」
行政會議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反對派誤解「一國
兩制」，以為香港是「絕緣體」或孤島，又質疑反對派當國家
是「敵人」，旨在無事生非，挑撥離間。
商界議員廖長江則指，不少人以狹隘的「本土主義」看待

「一國兩制」，催生不顧國家體制、罔顧憲制、不理法律的荒
誕要求，傷害「一國兩制」和香港核心利益。
劉江華回應指，原議案對中央恪守「一國兩制」的信心抱懷
疑態度，完全沒有必要，亦與事實不符。他強調，中央一直嚴
格按照「一國兩制」原則辦事，而反對派動輒要求修改香港基
本法，是無視基本法的憲制地位，既不合情，也不合法。
會議昨晚8時休會，今晨9時再續。

駁反對派「介入」論 劉：與事實不符

■沈沖指出，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否決完全是反對派不顧民意的後果。圖為香港各
界人士在立法會大樓外集會，支持通過決議案。 資料圖片

劉江華：反對派拒法理難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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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
妮）特首普選決議案被反對派
綑綁否決後，有立法會議員關
注未來立法會功能界別的角
色。署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劉江華昨日重申，按照全國
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及2014年
兩次有關香港政制發展的決
定，2016年立法會選舉不會有
任何改動。
劉江華昨日在書面回覆議員
質詢時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2007年及2014年兩次有關香
港政制發展的決定。其中，2014
年的「8．31」決定中，已表明
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
辦法的現行規定不作修改；
2016年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
繼續適用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
法。

35議員由功能界別選出
他續說，2007年的有關決定說
明，要在特首由普選產生後，立
法會的選舉才可以實行全部議員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因此，2016
年第六屆立法會將繼續由70名議
員組成，其中35名議員由功能界
別選出，35名議員由地方選區選
出。
他續說，在本地立法層面，特
區政府已向立法會提交《2015年
選舉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表明維持原來有關功能界
別的選民基礎的劃分不變，就
2016年立法會選舉只作出所需的
技術性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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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
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邀請立法會建制派議員
今晚9時半到中聯辦大樓茶敍，就當前
政治及社會民生議題交換意見。建制
派昨日舉行每周例會，並就茶敍的發
言次序達成共識：會上先由前民建聯
主席譚耀宗丶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
謙及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發言，立法
會主席曾鈺成則總結。據悉，張曉明
主任最後會發表講話。多名建制派議
員表示，將在會上提出加強建制派的
合作，打好區議會及立法會選戰。

料40議員出席 歷時兩小時
是次茶敍預計有近40名議員出席，

歷時約兩小時。建制派議員昨日舉行
每周例會，商討今晚與張曉明主任茶
敍的安排，並就茶敍的發言次序達成
共識。茶敍於今晚9時半在中聯辦大樓
進行，先由譚耀宗丶葉國謙和林健鋒
發言，其後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工聯
會議員陳婉嫻、經民聯主席梁君彥、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自由黨黨魁方
剛、「六散人」代表會分別發言，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總結。據悉，張曉明
主任最後會發表講話。

譚耀宗料會談大家關心議題
譚耀宗昨日在會後表示，估計是次

茶敍活動會談及大家共同關心的議
題，包括特首普選決議案表決一事。
葉國謙則說，會在茶敍上交代建制派
離場的始末，及再次就事件致歉，又
指是次茶敍反映中央關心香港。
葉劉淑儀則呼籲建制派不要再互相

指摘，因為做決定的人都是「無心之
失」。建制派即將面對多場大型選
戰，包括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她會
在茶敍上提出建制派如何加強合作，
做好選舉工程。
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則說，該黨會派

出張宇人丶易志明和方剛3名議員出席
茶敍，預計討論內容大致圍繞自由黨
在表決普選決議案時的過程，及建制
派未來如何一同合作。
經民聯議員劉皇發會否參與是次茶

敍令人關注。他昨日在接受本報查詢
時表示，由於茶敍時間太晚，他不會
出席，又說「留得青山在」，相信日
後仍有很多機會。

醫學界議員梁家騮昨日則稱，他沒有收到邀請，
又稱即使收到邀請也會「避席」。
另外，獨立議員謝偉俊昨日建議，建制派應仿效

反對派組成類似「飯盒會」的平台，並由不同黨派
議員輪流擔任統籌工作。他說，建制派「班長」一
直是以「捱義氣」的方式擔任，「做呢個位係一個
磨心」，葉國謙被推舉為「班長」，是因為民建聯
議席及資源都較其他黨派多。

葉國謙：建制派並無「班長」
葉國謙昨日被問到會否辭任建制派「班長」時表

示，建制派實際上並無「班長」職位，他過去只是
負責聯絡統籌的工作，與反對派的「飯盒會」完全
是兩回事。不過，倘有人認為他不適合負責有關工
作，他願意退位讓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