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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香港專業
人士（北京）協會
23日在北京成立青
年委員會。協會榮
譽顧問、全國港澳
研究會會長陳佐洱
出席成立大會，勉
勵香港青年要努力
成為祖國和香港未
來的棟樑。陳佐洱
又指出，去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出的
「8．31」決定，對
香港特首普選產生
的核心要素作出規
定，具有最高法律
權威，不可動搖。
這 個 選 舉 制 度 與
美、英、法等地的
普選制度相比毫不
遜色，是真正的民
主。

體現國家
對港充分信任
陳佐洱指出，香港

正處於政治體制民主
化、堅定不移向前推
進的階段，2014年8
月 31日，全國人大
常委會根據基本法的

規定，專門為香港的政治體制進
一步向民主的方向發展，作出了
一個決定，即在2017年時，在香
港實現「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
官人選。「只要是香港的永久居
民，即使是外國公民，也可以參
加普選，成為選民。」他說，
「這是民主的一個很大發展，體
現了國家對香港的充分信任。」
他又指，這個制度與美、英和法
國的普選相比，一點都不遜色，
是真正的民主。
陳佐洱希望，普選方案能在立

法會順利通過，在2017年，香港
合資格選民就可以行使選舉權，
選出香港特區自己的行政長官人
選。「如果在座的同學今年是16
歲的話，那麼兩年之後，你們也
可以成為選民，行使人生中第一
次神聖的權利。」

為解決困擾香港社會多年的政改問題，在
短短一年半的政改諮詢期間，中央政府及特
區政府多次釋出善意，冀盼與反對派有商有
量實現普選，既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
海，隨後又南下深圳與全體立法會議員舉行
政改座談。但過往數次會面，反對派均不斷

大搞「小動作」，破壞會面氣氛，浪費得來不易
的溝通機會。

回顧過去一年多來，中央政府員不斷釋出善
意，特區政府也不斷搭建溝通平台，多次促成會
晤討論政改。早在去年4月份，在首輪政改諮詢期
間，立法會安排議員訪問上海，並會與主理政改
的中央官員，包括港澳辦主任王光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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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有43位建制派及14
位反對派議員參加。

自製借口取消訪滬
可惜的是，反對派不斷大搞「小動作」，在訪

滬行程中各自「做秀」。其中，社民連議員梁國
雄（長毛）因拒絕留下所攜帶的違禁品而自行決
定返港，工黨議員何秀蘭及張國柱即時聲言不滿
「入境都要設關卡」，聲言「坐低傾」並無意
思，宣告立即返港。至於公民黨梁家傑又無端白
事宣稱中央政府「沒有誠意」，決定取消訪問上
海。 其黨友郭榮鏗及郭家麒更在途中「自訂行

程」，在一家港式茶餐廳門外派發印有「公民提
名、抗衡篩選」的宣傳單。

其後，在去年8月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8
．31」決定前，中央再度釋出善意與反對派溝
通交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南下深圳，與全體立法會議
員舉行政改座談。

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 8 月 31 日公布政改框
架後，李飛主任翌日抵港出席政改座談會，充
分展示中央真心實意在香港落實 2017 年特首普
選，惟反對派又再不斷「玩嘢」，再次浪費溝
通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王光亞李飛張曉明月底出席深圳會面 建制派促反對派勿抱幻想
中央晤全體議員誠推政改

中央官員原定今年四月初與反對派議員會面，但
因反對派突然第三度聯署綑綁要否決普選方案

而告吹。如今距離立法會表決方案僅餘一個月左
右，會面終有望成事。
特區政府發言人23日表示，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將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邀請全體70名立法會議
員，於本月31日早上前往深圳，與負責政改的3名中
央官員見面，包括王光亞主任、李飛主任和張曉明主
任，就香港政改問題交流意見，特區政府現正與有關
方面跟進會面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26日將正式收到
邀請。

林鄭袁國強譚志源將出席
林鄭月娥將連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局長譚志源出席，據悉會面將於深圳五洲賓館進
行。去年8月中央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面時，亦在同
一地點。
消息指，會面形式可能參考立法會議員去年訪問上海
的安排，以閉門形式進行：中央官員先會見全體議員，
然後建制派議員退席，留下反對派與中央官員直接溝
通，甚至不排除安排個別黨派分開會見，但需視乎反對
派出席的人數和行程安排。

曾鈺成：機會「非常難得」

曾鈺成23日表示，特區政府獲中央政府支持，促成立
法會議員與3位中央官員會面，形容是「非常難得」的
機會，希望所有議員均能出席，讓他們更準確了解中央
對特首普選的原則和立場。
曾鈺成說，今次各黨派議員都獲邀出席，希望有建

設性的結果。至於會面會否出現「訓話式」情況，曾
鈺成直言，過去多次參與有關座談會，從未見過有中
央官員作任何訓話，「大家傾得相當好」。他強調，
無論有多少名反對派議員出席，「都可以成事一齊
傾」，並指若議員有任何特別要求，中央和特區政府
會一如以往照顧他們的要求。
就反對派議員稱，是次會面時間與當日的「六四遊

行」撞期，曾鈺成指，會面在早上進行，遊行則在下
午，兩者沒有矛盾。至於個別議員的回鄉證問題，他
表示，倘獲邀議員願意出席，就算沒有回鄉證，相信
當局亦會安排。
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等建制派均表示，中央官

員在政改關鍵時刻會見立法會議員，顯示中央對落實
特首普選的誠意和承擔。

葉國謙：可以「暢所欲言」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有溝通比無
溝通好，希望反對派議員把握機會，盡量出席，不要
堅持己見。對於反對派要求與中央官員「單獨會
面」，讓他們可以「暢所欲言」，葉國謙說，建制派
願意作出配合。

黃國健：勿再搞「小動作」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則說，中央在普選方案表決前夕
會見立法會議員，顯示中央推動特首普選的巨大誠
意，形容這是促成政改的「最後機會」。他強調，中
央的政改底線、原則不會改變，反對派應從實際出
發，屆時亦不要「搞小動作」、「做大龍鳳」。他個
人認為，倘反對派願意承諾先通過政改，可在本地立
法階段商討如何適當地擴大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至於會否讓出時間予反對派與中央官員「單獨會

面」，黃國健直言，建制派一定會「成人之美」，過
去亦已經試過。

林健鋒：反對派應珍惜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指出，香港社會對2017年特首普
選仍有分歧，相信今次會面是難得機會，讓反對派與
中央官員直接交流。他希望反對派珍惜機會，不要
「做騷」或到外面派傳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首
普選方案在立法會表決進入倒數階
段。有線電視23日公布最新民調結
果，發現有42.6%受訪市民擔心，若
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中央會收緊對
港政策，表示維持不變的有37.4%，
表示會更寬鬆的僅得5.2%。全國港澳
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指，中央將
今次政改通過與否，視為測試反對派
會否願意放棄跟中央對抗的標誌；如
果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中央對反對

派的態度將會更加強硬。

倘否決方案 中央更強硬
有線電視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

42.6%受訪市民擔心，若特首普選方案
被否決，中央會收緊對港政策，表示
維持不變的有37.4%，表示會更寬鬆
的 僅 得 5.2% ， 表 示 無 意 見 的 有
14.8%。民調並指出，38.8%市民認為
反對派需先行讓步突破僵局，表示中
央應該讓步的有27.5%，表示特區政

府應該讓步的有15.8%，表示不知道
或沒有讓步空間的則有17.9%。
劉兆佳23日接受有線電視訪問時分

析指，若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中央對
反對派的態度將會更加強硬，「如今無
法預期中央會否收緊對港政策，但中央
視今次政改通過與否，是測試『民主
派』會否願意放棄跟中央對抗的策略。
坦白講，雙方都沒有去路，大家都希望
『泛民』通過特首普選方案，不要損害
中央與香港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在香港政制發
展的關鍵時刻，中央再次釋出善意，負責政改
的官員將於本月31日在深圳與立法會全體議員
會面。
反對派23日晚召開會議討論會面事宜，反對派

「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會後聲
言，會向中央力陳人大「8．31」決定解決不了
港人要求「真選擇」的期望，以及要有「一人一
票」「名實相符」的選舉。

湯家驊冀小組形式暢所欲言
梁家傑23日揚言，若中央官員不是旨在「教
訓」反對派，而是聆聽各界意見，為香港尋求出

路，他會答允出席，「『泛民』是受命於選民，
希望把握最後機會。」該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期
望，屆時與中央舉行個別小組會面，讓反對派能
夠暢所欲言。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聲稱，除非中央願意修改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的決定，否則雙方會面意
義不大，她個人不會出席，但稍後會開會討論黨
內成員會否出席。
工黨主席李卓人指，工黨仍未作出決定，希望
特區政府公布更多相關資訊，包括特首普選方案
是否有修改空間，「若會面純粹是『為會面而會
面』、『為拉票而會面』等等，工黨就要再作商
討。」其後李卓人表示會面與「支聯會」遊行撞

期，不會出席。

馮檢基料有助雙方了解立場
民協立法會議員馮檢基稱，自中央公布人大「8

．31」決定後，反對派未曾與中央官員見面，相
信會面將有助雙方了解立場，他會應邀出席。資
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則指，他已接獲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的電話邀請，認為會面不
應談及「鬆綁」。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則揚言，他拒絕

任何「密室會談」，堅持否決普選方案，「『8．
31』決定令政改倒退，會面不能帶來實質的結果，只
會淪為一場『政治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香

港特首普選方案最快下月交由立法會表決，

特區政府發言人23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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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31日將在深圳與全體香港立法會議員

會面。多名建制派議員表示，中央官員在政

改關鍵時刻會見全體立法會議員，顯示中央

對香港落實特首普選的誠意，形容今次會面

是促成政改的「最後機會」，希望反對派好

好把握，更準確了解中央在政改問題上堅持

的原則立場不會改變，不要搞「小動作」、

「做大龍鳳」。

劉兆佳：表決結果測試反對派是否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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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盒會」無共識 梁家傑仍提「真選擇」

不斷「搗蛋」破壞 浪費溝通機會

■■立法會全體議員將獲邀立法會全體議員將獲邀3131日赴深圳與日赴深圳與
中央官員會面中央官員會面。。圖為去年特首梁振英率圖為去年特首梁振英率
領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領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王光亞主任王光亞主任、、李飛主任與張曉明主任將出席下周日的會面李飛主任與張曉明主任將出席下周日的會面。。
圖為去年在深圳舉行的第三場政制發展座談會圖為去年在深圳舉行的第三場政制發展座談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曾鈺成形容今曾鈺成形容今
次會面次會面「「非常難非常難
得得」。」。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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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指劉兆佳指，，若方若方
案被否決案被否決，，中央的中央的
態度將更強硬態度將更強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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