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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7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
需要修改的報告》，這標誌香港政制發展「五步曲」邁
出了第一步，也標誌香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邁出的第
一步。

政改須循序漸進
對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過程中的部分細節，香港社會雖然
還存在一些分歧，但廣大市民都有一個共同訴求，就是希
望盡早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這也是中央及特區政
府的願望。香港社會普遍認為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對香港
的施政、經濟和社會民生，以至保持香港的發展及長期繁
榮穩定，有正面作用。這些意見，充分表達了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心聲，揭示了香港主流民
意所向。如果真心為香港好，希望香港政制向前發展，就應以這些主流意見為基礎，務實
討論、理性溝通、求同存異以及凝聚共識。
近年來，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幾乎任何議題最終都會上升到政治高度，特區政府的每

一項決策都面臨在輿論上遭遇反對、在社會上引起爭論、在立法會面對拉布的命運，消耗
社會資源、拖慢政府施政、阻礙經濟發展的情況十分嚴重。當全球各地都在全力推動經濟
之際，香港卻長期陷入無休止的政治爭論之中，令香港在國際競爭中逐漸落後。一位普選
產生的行政長官有利於減少爭論凝聚民心，集中資源全力發展經濟。因此，香港必須盡快
通過政改方案，結束不必要的爭論，使社會重新走上正軌。
政改無疑有利於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但必須循序漸進。中央已多次表示，這次政改的

目的只是力求踏出第一步，日後尚有時間和空間繼續改善。這種做法既符合香港是中國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實際情況，也符合基本法就普選行政長官要循序漸進的規定。只要政改
踏出了第一步，以後便只會繼續向前走，不會往後退。
香港是一個多元化社會，就政改問題有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現象，但有人為了達到自己的

政治目的，故意搞亂社會秩序，採取過激行動，影響社會穩定，這是所有愛國愛港者都難
以接受的。香港能發展成為今天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一個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保持社會穩
定，然後才有經濟的繁榮，市民的安居樂業。如果社會陷入混亂，必然影響經濟，這是每
個香港人都不願見到的，因此保持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所以，社會各界的出發點均應該顧及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是香港人的根本利益所

在，要避免社會分化，培育和衷共濟精神，建立一個穩定及和諧的社會。特區政府在廣泛
徵詢和吸納了各界人士的意見後，對政改作出了明確的決定，反映了香港的主流民意，確
保香港政改沿基本法的軌道穩步前進，有利政制、經濟協調發展，有利維護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希望社會各界以實際行動支持香港的民主政制按照循序漸進、均衡參與的原則穩
步向前邁進，維護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保普選 反佔中」顯民意
民意對政改舉足輕重，「保普選 反佔中」的簽名反應愈熱烈，「和平普選大遊行」氣
勢愈旺盛，支持普選的聲音就愈響亮，落實普選也就愈有希望。據統計，簽名人數最終高
達150萬，並有近25萬人參加遊行，這些都反映廣大市民希望依法落實普選、希望和平穩
定發展的心聲，同時清晰地告訴企圖阻撓政改的反對派，香港人不希望原地踏步，政制一
定要向前走！隨政改討論進入白熱化階段，民意的走向將直接影響政改的前途，這股巨
大民意對於本港能否成功落實普選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央一再強調將堅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規定實現普選，決不會接受偏離以上
原則之政改方案，即使面對「佔中」威脅也不會妥協。政改無疑是一個尋求共識的過程，
促成政改離不開溝通，否則將難以獲得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的支持。溝通必須有共同的基
礎和前提，即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尋求政改共識。如果反對派繼續堅持違反基本法的方案或
要求，只會損害彼此互信妨礙溝通，無助落實普選。

徐庶

人大常委會將於月底就香港政改報告作出決定，學聯昨
日卻聲稱，一旦人大否決「公民提名」，9月中將會發起至
少持續一周的罷課，並將會到政府總部廣場或中環遮打道
舉行大型集會，逾100名教授表態支持罷課云云。
學聯要脅罷課，說明他們企圖拉倒2017年普選特首。因

為，一旦通過了普選特首，反對派欺騙市民「為大家爭取
普選」的旗號就失去了，道德光環就失去了。所以，激進
派最不希望香港能夠早日實現普選。兩年前，他們就籌組
了「佔中」組織，並且提出了「公民提名」的違反基本法
方案，以此挑戰基本法，務求一拍兩散。
2012年9月，學聯和《蘋果日報》猛將陳惜姿合作，已

經發動過一次反對國民教育的罷課行動。學聯並非什麼獨
立組織。學聯的頭頭，與公民黨有密切關係。學聯和台灣
民進黨進行了長期的勾結，是公民黨的鄭宇碩從中穿針引
線。學聯今年3月舉行集會和遊行，大力支持台灣的「太
陽花運動」，並且組織人馬前往台灣取經，學聯還叫嚷要
倣傚民進黨的學生軍「佔領立法會」。
鄭宇碩、關信基、陳家洛、陳清僑以及學聯領導人，全

力在學校發展學生運動，搞風搞雨。學聯和「學民思潮」
在「七一遊行」後，實行搶先「佔中」。事實上，美國人
多年來滲入校園，發掘「顏色革命」專家，培訓「佔中」
骨幹，還撮合「台獨」、「港獨」的激進學生結成命運共
同體。美國的魔爪無處不在，激進學生被利用，成為美國
輸出極端民主的「爛頭卒」。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人馬，也
經常走進校園，舉行工作坊，討論香港的政改問題，並且
舉行「佔中」話題的培訓班。什麼美國獎學金，什麼美國
大學優先取錄，其實就是美國干預香港政治的「罪證」。
不少得到了獎學金的人，回來之後，就成為了香港反對黨
派的核心，例如陳家洛。
學聯舉行罷課，公民黨的大學教授和教師盡地一煲，卻

不使用公民黨的名義，這說明了公民黨的心虛和膽怯。公
民黨明知扼殺普選不得人心，拉青年學生落水更是誤人子
弟，激起學生家長的憤慨。而學聯則不用參加選舉，可以
做爛頭卒，並且可以投石問路，看看究竟有多少學生參
加。如果時機成熟，學聯將會相機行事，把罷課升級為政
府總部集會，然後再升級為「佔領中環」。

學聯罷課企圖扼殺普選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與立法會部分反對派獨立議
員會面時，強調設計與香港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的普選
制度，要考慮五個方面的要素：第一，香港不是一個
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第
二，要體現循序漸進原則；第三，要體現均衡參與原
則；第四，要有利於維護行政主導；第五，有利於資
本主義發展。

工商專業界對經濟舉足輕重
張曉明提到的均衡參與原則，依我看來，其實是落
實香港普選的基本要求。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工商
專業界對整體經濟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如

果將來落實普選，必須確保工商專業界能夠有適當的
參與。而均衡參與的好處，就是可以降低出現政治對
抗、憲制危機和民粹主義的風險。
政治對抗風險方面，基本法規定由一個有廣泛代

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委員
會是跨黨派的，有利於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行政
長官候選人，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降低憲制危機
風險方面，由各界人士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對行政
長官候選人的資格條件作出比較全面的考慮，從而
降低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不獲中央政府任命
而導致憲制危機的風險。至於民粹主義風險，行政
長官提名委員會按照均衡參與原則組成，允許社會

各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時有比較均
等的發言權，有利於平衡各種訴求，降低普選後邁
向民粹主義的風險。
香港目前的政治生態，民粹愈來愈嚴重，福利主義

泛濫。如果提名委員會沒有各界別、各階層的均衡參
與，特別是工商界的政治參與，就會出現政治對抗、
憲制危機和民粹主義的風險。甚至若將「公司／團體
票」轉為「個人票」，提名委員會四大界別中的工
商、金融界也可能會變成各個工會的天下，結果是要
求加稅、加綜援、加福利的呼聲更高，以及要求推行
不符合港情的標準工時，要求推行「從搖籃走向墳
墓」的全民退休金，導致社會重視分配，忽視創富，
民粹主義喧囂徹底壓倒創富的呼聲。
關於均衡參與原則，1990年3月28日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就
基本法草案發表的說明中，已表明香港的普選模式，
必須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4
年4月26日的決定，則表述為「有利於與香港社會、
經濟、政治的發展相協調，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各界

別、各方面的均衡參
與。」

降低民粹主義風險
2007 年 12 月 29 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
決定明確了香港的普選
時間表，當時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隨同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來港出席座談會，向港
人解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內容。張曉明在會
上表明，功能組別與普選不能簡單對立。可見，
香港普選必須符合均衡參與原則，是中央一貫的
立場。
因此，張曉明日前會見部分反對派獨立議員時，強

調普選要體現均衡參與原則。他進一步指，香港是一
個工商業城市，基本法起草時設定提名委員會提名機
制已包含必要的把關作用，以確保各界別、各階層的
均衡參與，特別是工商界的政治參與，降低出現政治
對抗、憲制危機和民粹主義的風險。

林健鋒 經民聯副主席

張曉明普選五要素應重視 普選須體現均衡參與
張曉明主任提到的均衡參與原則，依我看來，其實是落實香港普選的基本要求。香港目前

的政治生態，民粹愈來愈嚴重，福利主義泛濫。如果提名委員會沒有各界別、各階層的均衡

參與，特別是工商界的政治參與，就會出現政治對抗、憲制危機和民粹主義的風險。所以，

將來落實普選，必須確保工商專業界能夠有適當的參與，以降低出現政治對抗、憲制危機和

民粹主義的風險。 ■林健鋒

齊鵬飛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為特區「一國兩制」的民主化進程「正本清源」

一、導言：問題的緣起

目前，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
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已經進入到一個非常敏感、非常
複雜的攻堅克難、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自2007年12
月29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的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
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提出：「2017年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
辦法；在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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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即
明確提出「雙普選」的「時間表」（《決定》還同時提
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
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
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
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以後，香港社會內部就如何構建
按照此一時間表如期實現「雙普選」之「路線圖」的問
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和政治博弈，有主張嚴格按照香港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規定、嚴格按照兼顧
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適合香
港實際情況的基本原則「循序漸進」地推進香港政制改
革來實現「雙普選」的主流意見，有主張按照所謂「國
際標準」「一步到位」地實現香港的民主化、實現「雙
普選」的激進觀點，也有努力協調、平衡以上兩者的所
謂「持中」立場的調和者。可謂仁智互見，眾說紛紜，
互不相讓。

「政改五步曲」之第一步已啟
2013年12月—2014年5月，特區政府啟動了關於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
工作，透過不同渠道進行廣泛有序的公眾諮詢，收集
立法會、區議會、社會不同界別的團體和人士，以及
市民大眾就《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諮詢文件》) 所臚列的議題
的意見。在諮詢期間，共收到約124,700份來自不同

團體和個別人士的書面意
見。為了推動社會各界對
兩個產生辦法相關的議題
作進一步討論，由特區政
府政務司司長、律政司司
長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為成員的政改諮詢專責
小組（「專責小組」）還
直接聽取公眾及地區人士
的意見，在五個月的諮詢
期間，「專責小組」共出
席了 226場諮詢及地區活
動。
2014年7月15日，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向全國人大
常委會提交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
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正
式啟動2004年4月6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
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
第三條的解釋》所明文規定的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
生辦法必走的「五步曲」 （即所謂「政改五步曲」）
之第一步。同日，特區政府亦發表《二零一七年行政長
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報告》(《諮
詢報告》)。

香港社會大眾認同依法落實普選特首
《諮詢報告》指出：「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重點議題，行政長官報告及諮詢報告
有以下主要觀察及總結：整體意見——
1.香港社會普遍殷切期望於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

官。
2.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基礎上，理性務實討論，凝聚共
識，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3.社會大眾普遍認同於2017年成功落實普選行政長

官對香港未來施政、經濟和社會民生，以至保持香港
的發展及長期繁榮穩定，有正面作用。

對如何落實普選特首存在不少分歧
4.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人選須『愛國愛
港』。」當然，《諮詢報告》同時也不迴避：「社會各
界就政制發展的討論是非常熱烈，社會上不同政治光譜
和不同持份者就某些議題的立場和意見可謂南轅北轍，
要收窄分歧，尋求共識，要在立法會取得三分之二議員
通過方案，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諮詢報告》如實反映了在諮詢期內香港市民對如
何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不同意見和建議，在某些關鍵
議題上立場有不少分歧。「在首輪諮詢期過後，仍有
不少團體及市民透過不同方式及途徑表達他們對落實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意願和訴求，這些意見仍有不
少分歧。」
（未完，明日待續。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編者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

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齊鵬飛教授，在

「香港大講堂」發表題為《為特區「一國兩

制」的民主化進程「正本清源」——鄧小平

指導香港基本法起草所闡釋的「新香港」政

治發展觀回溯》的主旨演講，對目前本港處

於政改關鍵時刻，如何正確看待認識政制發

展、落實普選起到釋疑止爭、正本清源的效

果。論壇版將把齊鵬飛教授的講稿連載刊

登，以饗讀者。

■齊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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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會對香港政改的決定很快就會作出，這既是政改的第二
步，更是事關香港繼續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並且穩定發展的關
鍵決策。

事實上，中央的思路，在各界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長篇講話已
經展現。張主任除談及國家發展，重點其實是談中央治港大政方針，而落腳點自然是這次
政改。不過，坊間解讀也有人未能抓到重點。

中央做好政改不通過準備
我認為，張主任說的最重的一句話是，「不管這次政改方案能不能獲得通過，也不管在此

過程中香港會遇到多大風浪，中央都將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
這句話，正面的意思，是繼續強調中央對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決心，是不會動搖

的。事實上，白皮書也絲毫沒有改變「一國兩制」的方針。以我的理解，中央在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不但是順應香港人的要求，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對國家和中央施政都是大
有裨益的。中央保留香港的原有制度，最為重要的是看重香港的良好法制環境，還有就是
具有無比活力的自由港政策。鄧小平生前要內地「多造幾個香港」，相信正是從這個意義
上講的。
所以，懷疑中央會放棄「一國兩制」，不是幼稚，就是別有用心。仔細理解張曉明的

這句話，我個人覺得還有另外一層意思，就是告訴香港各等人士知道，中央也做好了政改
方案不通過的準備。政改方案不通過，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該怎
樣還是怎樣，香港依然會按照「一國兩制」的道路繼續前行。相信，張曉明的這句話重點
是講給激進反對派，例如黎智英、「佔中三子」，以及他們背後的外國勢力聽的。企圖通
過要脅，逼中央讓步，打錯了算盤。

「出閘」須過半提委提名
因此，張曉明還特別引述鄧小平所說，要防止一些人「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

下反對大陸的基地」。張曉明說，我們看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還要多一個國家安全的視角。
香港發生的許多事情，包括極少數人與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勾連的活動，也不能不引起我
們許許多多善良人們的警覺。「黎獻金」及其背後的勢力所作所為，已經證明中央的擔憂
不是杞人憂天。
因此，在這種複雜的政治角力的背景下，中央必然防範別有用心之人企圖通過普選，

奪取香港的管治權，防範是無可避免的，也是對香港負責的態度。有報章報道指，特首候
選人「出閘」須過半提委提名，將可能在是次人大常委會決定中申明。估計，人大常委會
是次決定會提到提名委員會須參考現時選舉委員會，保留四大界別，有意參選人士先取得
一定人數提名，才能成為參選人，再由提名委員投票選出候選人。參選人須取得逾半數提
名委員的支持才可「出閘」，以符合機構提名的原則。事實上，這是從香港的現實政治環
境出發，確保香港管治權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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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張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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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加讚

——鄧小平指導香港基本法起草所闡釋的「新香港」政治發展觀回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