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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人大「「88．．3131」」決決定定一周年一周年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

■責任編輯：郝 原、李楊洋 ■版面設計：余天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
漠視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及香
港主流民意，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令香港500萬合資格選民的「普選夢」破
滅。事實上，早在今年普選方案即將提交
立法會審議前夕，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再次南
下傳遞了中央關於香港普選問題的權威訊
息，包括重申全國人大就特首普選的決定
不可撼動，更表明「8．31」決定不只限
定2017年，2017年後也適用，徹底戳破
反對派一直欺哄港人所謂「否決後有更好
方案」的謊言。

策動「佔中」脅迫中央
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出
爐後，李飛主任隨即抵港出席政改座談
會，充分展示中央在香港落實2017年特首
普選的決心和誠意。李飛主任當時清楚指
出，特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如果從起草
香港基本法算起，有關爭論已經持續了近
30年，如果從香港回歸算起，也有17年的
時間，但香港社會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一直
難以達成共識。
他強調，要落實行政長官普選，必須對一
些具有很大爭議的核心問題予以明確，特別
是糾正明顯偏離基本法的錯誤認識，否則無
休止地爭執下去，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不
可能實現。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為落
實行政長官普選奠定法律基礎，指明了制定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方向。
可惜，香港反對派漠視全國人大

就特首普選的決定，堅稱要「公
民提名」，甚至策動違法「佔
領」行動，試圖脅迫中央撤回決
定。至第二輪政改方案諮詢期
間，反對派亦毫無具體建議，一味
聲稱否決方案。

「綑綁」否決扼殺民主
儘管反對派肆意「做騷」，中

央仍連番向反對派伸出橄欖枝。在特首普
選方案表決前夕，特區政府在與中央溝通
後，更再次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到深圳，
與負責政改事務的中央官員會面。奈何反
對派在會面後態度依舊，甚至反稱中央
「一意孤行去篩選」，所以「別無選擇堅
定否決方案」云云。
李飛主任在2017年普選特首方案表決前

的關鍵時刻，再次強調全國人大「8．
31」決定是聽取香港各界意見和長時間研
究後作出，是審慎的決定，不存在還未實
施便改變的可能性。他並指出，人大常委
會除有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外，也有基本法
解釋權，雖然全國人大「8．31」決定並
非解釋，但蘊含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權
威理解，具有不容挑戰的法律效力。
李飛主任還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就特

首普選的決定不可撼動，任何方案必須嚴
格按照「8．31」決定辦事，不容「鑽空
子」。針對反對派宣稱否決政改，2022年
會有「更好的方案」，李飛主任也明確表
明，「8．31」決定清楚講明沒有限定只
是2017年，而是從2017年開始，故各任
特首實現普選都只會沿用全國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

一、從2017年開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
（1）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
（2）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至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

上的支持
（3）香港特區合資格選民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
（4）行政長官人選經普選產生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三、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依照法定程序通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予以規定。修
改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香港特
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法和本決
定的規定，向香港特區立法會
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
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
意，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批准

四、如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
未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行
政長官選舉繼續適用上一任行
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五、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
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的現行
規定不作修改，2016年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產生
辦法和表決程序，繼續適用第
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
議案表決程序

■資料來源：新華社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設立與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體
制，其憲制根源是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出
台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重申，全國人大常委
會決定是在認真審議特區行政長官報告和
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嚴格按照香港基本
法規定和法定程序作出的，具有不容置疑
的法律效力。

「決定」以憲法基本法為依據
李飛主任在去年「8．31」決定出台後

翌日，專程來港參加特區政府和香港中聯
辦聯合舉辦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簡介
會，清楚闡明中央可就香港普選模式作出
表態的理據。他重申，特區行政長官普選
是「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實施過程中
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這個重大政治問題作出決定，符合國家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
李飛主任指出，按照我國憲法的規定，

對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包括行政長官
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中央具有
決定權。根據國家憲法第62條第十三項規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特別行政區
的設立及其制度」。據此，對特別行政區
實行的制度，包括政治體制以及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立法會產生辦法，中央具有決

定權。在制定香港基本法時，這個決定權
是由全國人大行使的。
他並強調，按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條和附件二第三條及2004年4月6 日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的規定，修改兩個產
生辦法要經過「五步曲」法定程序，即行
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全國
人大常委會依法作出決定；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法案，經立法會
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
意；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按照
上述法定程序，對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
中央具有決定權，這個決定權是由全國人
大常委會行使的。

中央對港推進民主擁決定權
李飛主任還說，根據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及其解釋的規定，
2004年4月26日、2007年12月29日，全
國人大常委會先後兩次作出決定，決定
2007 年和 2008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
舉、2012 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不實行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還規定2017年第五任行政長官
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以上
實踐表明，香港回歸以後，中央對兩個產
生辦法的修改始終行使決定權，履行推進
香港民主發展的憲制責任，並構建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機制。

「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若能實現，將是香港
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飛
躍。特區政府政改諮詢

期間，多個民調結果均顯示，香港超
過六成主流民意支持普選須按照香港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進行；有八成至九成市民更支持
香港如期落實特首普選，要求立法會
議員根據民意投票。可惜的是，反對
派由始至終都堅持逆民意而行，多番

揚言要綑綁否決特首普選方案，強行
剝奪港人的普選權利。毫無疑問，香
港失落普選特首的契機，反對派須負
上最大責任。

特區政府今年4月22日公佈2017年
特首普選方案以來，支持立法會通過
方案的民意，一直穩佔六成或以上。
當時民建聯公佈的民調結果發現，
62%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應通過普選特
首方案，超過八成更認為立法會應按
照大多數市民意願投票。工聯會今年

4月的民調亦發現，逾8成受訪市民希
望「一人一票」選特首，76%受訪者
更贊成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

多項民調顯示「擁普」強勁
新界社團聯會的政改民調結果顯

示，70.3%受訪市民同意特首普選必
須按照香港基本法進行，63.6%受訪
市民支持立法會通過特首普選方
案；九龍社團聯會調查發現，75.3%
被訪者表示希望可於 2017 年落實
「一人一票」普選；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民調亦顯示，70.4%認同特首普
選辦法應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人大「8

．31」決定，75.3%認同政改應循序
漸進進行。

此外，香港六大商會的民調結果
反映，高達90.8%商會會員支持特區
政府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人大「8．
31」決定 ，提出特首普選方案 ；
91.1%認為，若香港社會多數民意支
持通過特首普選方案，立法會議員
應跟從民意投下贊成票。在香港青
年層面，香港青年聯會調查的顯
示，78.8%青年認為立法會應跟從多
數民意表決政改方案。惟反對派仍
然一意孤行，投票否決特首普選方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香港基本法明確訂明落實特首普選的民主發展目
標。自特區政府2013年底啟動政改諮詢以來，中央
政府一直抱着極大誠意推動普選在香港的落實，即
使反對派執意推倒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
定，離譜地要求在憲制框架外另搞所謂「真普
選」，甚至把溝通平台當作「政治騷舞台」，中央
仍然願意與反對派坦誠溝通，兩年來最少6次向反
對派伸出「橄欖枝」，包括：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
會面等，期盼反對派講法理，依據香港基本法及
「8．31」決定實現普選。
回望兩年的政改歷程，中央政府最少6次搭建平

台與反對派理性務實溝通，包括：去年4月首輪政
改諮詢期間，立法會安排議員訪問上海，與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及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會面。可惜，反對派議員全程各自「做騷」，社民
連議員梁國雄(長毛)及公民黨等，更以不同理由取
消訪滬行程。

普選一分希望 中央百分努力
去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8．31」政改決

定。特區政府在此前特意安排一連四場的會面，分

批邀請反對派「飯盒會」議員與張曉明主任交流。
8月21日，王光亞主任、李飛主任等中央官員，更
南下深圳出席多場政改座談會；在人大「8．31」
決定出爐後，李飛主任隨即抵港出席政改座談會等
等，充分展示中央推動普選的誠意和決心。
儘管反對派不斷「玩嘢做騷」，在特首普選方案表

決前夕，特區政府與中央溝通後，再次安排全體立法
會議員到深圳，與負責政改的中央官員會面。奈何反
對派在會面後態度依舊。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哪怕
只有百分之一希望，中央仍會盡百分百努力，爭取通
過特首普選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人大人大「「88．．3311」」決定決定 奠港奠港普選憲制基礎普選憲制基礎
去年去年88月月3131日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認真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和各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認真審議行政長官報告和各方面

意見的基礎上意見的基礎上，，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表決通過表決通過《《全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和

2016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確定香港可以從確定香港可以從20172017年開始實行年開始實行

「「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普選行政長官，，為香港落實普選奠定了堅實的憲制性法律為香港落實普選奠定了堅實的憲制性法律

基礎基礎。。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88．．3131」」決定發揮着立牌指路決定發揮着立牌指路、、正本清源的重正本清源的重

要作用要作用，，對香港依法實現普選具有重要意義對香港依法實現普選具有重要意義。。

可惜的是可惜的是，，香港反對派竟鼓吹不符基本法的香港反對派竟鼓吹不符基本法的「「公民提名公民提名」，」，以圖藉推翻以圖藉推翻

全國人大全國人大「「88．．3131」」決定決定，，搶奪香港的管治權搶奪香港的管治權，，最終斷送香港普選的契最終斷送香港普選的契

機機。。今天今天，，在在「「88．．3131」」決定通過一周年之際決定通過一周年之際，，本報特別推出跨版專題本報特別推出跨版專題，，

與讀者一起重溫全國人大常委會與讀者一起重溫全國人大常委會「「88．．3131」」決定的六個方面重大意義決定的六個方面重大意義，，全全

面準確理解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及憲制原則及憲制原則，，期望港人未來能夠同心同德期望港人未來能夠同心同德、、合法合法

合理地推動本港民主發展合理地推動本港民主發展，，令普選最終夢圓令普選最終夢圓。。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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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委員長及就座主席台的代表們表決通過張德江委員長及就座主席台的代表們表決通過「「88．．3131」」決定決定。。

市民支持人大市民支持人大「「88．．3131」」決定決定

■■人大人大「「88．．3131」」決定獲全票通過決定獲全票通過。。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左二左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右二右二）、）、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主任張曉明（（左一左一）、）、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多次就政制發展問題與香港各界溝通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多次就政制發展問題與香港各界溝通。。

■■李飛在簡介會上解釋人大常李飛在簡介會上解釋人大常
委委會會「「88．．3131」」決決定相關內容定相關內容。。

一一、、展示中央落實香港普選的高度誠意展示中央落實香港普選的高度誠意
在香港落實在香港落實20172017年特首普選年特首普選，，多年來都是中央政府多年來都是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的共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的共

同期盼同期盼。。自特區政府自特區政府20132013年底啟動政改諮詢以來年底啟動政改諮詢以來，，中央政府不斷展現支持香港依法落中央政府不斷展現支持香港依法落
實普選的高度誠意實普選的高度誠意。「。「88．．3131」」決定確定香港可從決定確定香港可從20172017年開始實行年開始實行「「一人一票一人一票」」普選行普選行
政長官政長官，，讓香港民主飛躍發展讓香港民主飛躍發展。。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坦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坦

言言，，今次特首普選爭議比歷次都激烈今次特首普選爭議比歷次都激烈，，有人甚至用有人甚至用「「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雨欲來風滿樓」、「」、「危急存亡之危急存亡之
秋秋」」來形容當前香港的局面來形容當前香港的局面。。因此因此，，中央要用最大的決心和勇氣中央要用最大的決心和勇氣，，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
上果斷地作出抉擇上果斷地作出抉擇，，不能因為極少數人唱衰香港不能因為極少數人唱衰香港、、唱衰香港基本法唱衰香港基本法、、唱衰唱衰「「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就產生懷疑和動搖就產生懷疑和動搖。。

二二、、體現人大常委會在港政制發展的憲制責任體現人大常委會在港政制發展的憲制責任
實現行政長官普選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重大問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的重大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依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依

法推進香港政制發展負有憲制責任法推進香港政制發展負有憲制責任，，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作出決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作出決
定定。。
李飛主任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強調李飛主任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強調，「，「88．．3131」」決定是合情決定是合情、、合理合理、、合法的合法的，，決定的大決定的大

部分內容涉及正確理解和執行香港基本法規定部分內容涉及正確理解和執行香港基本法規定，，有人可能感到決定內容有人可能感到決定內容「「去到盡去到盡」，」，實際實際
上是對應當規定的問題規定下來上是對應當規定的問題規定下來，「，「特首普選已爭論將近特首普選已爭論將近3030年年，，必須糾正明顯偏離香港必須糾正明顯偏離香港
基本法的錯誤認識基本法的錯誤認識，，否則永遠不可能實現普選否則永遠不可能實現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必須果斷地作出決策全國人大常委會必須果斷地作出決策。」。」

三三、、明確規定了香港社會均衡參與的原則明確規定了香港社會均衡參與的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88．．3131」」決定訂明決定訂明，，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時，，必須必須

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
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以維護香港社會均衡參以維護香港社會均衡參
與的原則與的原則。。

四四、、明確規定政制循序漸進發展的原則明確規定政制循序漸進發展的原則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88．．3131」」決定明確規定決定明確規定，，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制定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嚴格遵循香必須嚴格遵循香

港基本法有關規定港基本法有關規定，，符合符合「「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原則的原則，，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兼顧兼顧
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體現均衡參與體現均衡參與，，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循序漸進地發展適合香
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正如李飛主任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強調正如李飛主任在人大決定簡介會上強調，，怎麼落實行政長官普怎麼落實行政長官普
選選？？就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就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符合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符合香港特區的實際情況和
循序漸進原則循序漸進原則。。

五五、、明明確行政長官必須確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愛國愛港」」並須獲並須獲「「過半數過半數」」提委支持提委支持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審議「「88．．3131」」決定時明確指出決定時明確指出，，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既要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也要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必須堅持行必須堅持行
政長官由政長官由「「愛國愛港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人士擔任的原則，「，「這是這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方針政策的基本要求，，是是
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行政長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職責所決定的，，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國家主權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客觀需要。」。」
「「88．．3131」」決定並確立決定並確立，，提委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提委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22至至33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每名
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李飛主任去年李飛主任去年88月月2727日在人大常日在人大常
委會會議上說明草案時形容委會會議上說明草案時形容，，香港基本法規定提委會是專門的提名機構香港基本法規定提委會是專門的提名機構，，行使提名特首行使提名特首
候選人的權力是作為機構整體行使權力候選人的權力是作為機構整體行使權力，「，「過半數過半數」」決定是體現機構集體意志決定是體現機構集體意志，，有利均有利均
衡參與衡參與。。

六六、、再次明確香港先實現特首普選再次明確香港先實現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隨後立法會普選隨後
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常委「「88．．3131」」決定訂明決定訂明，，香港基本法附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和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表決程序的現行規定不作修改表決程序的現行規定不作修改，，2016201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產生辦法
和表決程序和表決程序，，繼續適用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繼續適用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議案表決程序；；在行政在行政
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部議員由普選
產生的辦法產生的辦法。。
當時社會各界憂慮當時社會各界憂慮：：政制原地踏步政制原地踏步，，立法會是否不能啟動全面普選立法會是否不能啟動全面普選？？李飛主任在人大李飛主任在人大
決定簡介會上強調決定簡介會上強調，，人大常委會於人大常委會於20072007年的決定已明確規定年的決定已明確規定，，特首普選後才實行立法特首普選後才實行立法
會普選會普選，，因普選對香港來說是重大政治變革因普選對香港來說是重大政治變革，，香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香港實行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要看特首要看特首
普選後達到怎樣的社會效果普選後達到怎樣的社會效果，，如這次因少數人阻礙不能如期落實特首普選如這次因少數人阻礙不能如期落實特首普選，，立法會普選立法會普選
也要推遲也要推遲。。

六大意義正本清源 指明民主發展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