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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麟詳解：

遞補制

新方案多黨認同
獨立議員諮業界

選舉結果

重申符合
重申符合《基本法》
《基本法》
規定
規定 冀社會支持合法合憲方案
冀社會支持合法合憲方案
修訂，但反對派依然質疑遞補方案剝削選民的投票權及被選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繼日前與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召開記者會澄清法律觀點及釋除公眾疑慮後，昨日
在立法會上再次強調，遞補機制是建基於立法會選舉結果，以及市民的投票結果，符合
《基本法》規定立法會需要由選舉產生，方案合法合憲，期望獲得社會支持。

多

的選舉結果得以維繫，亦保障市民投票
意向的選擇。

范太指分歧平常

另外，正在北京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
會議的全國大人常委范徐麗泰回應遞補
機制爭議時重申，建議是特區政府提出
的法律草案，而特區政府在考慮立法會
議員及社會不同看法及意見後而作出修
訂，實為正常的法律程序。她認為，任
貫徹比例代表制
何立法過程均有正反意見，並非對與錯
林瑞麟回應時強調，遞補機制符合 之分，最終要視乎立法會議員的投票意
《基本法》
，根據選舉產生及保障 向決定，「我不適宜評論遞補機制優
市民的投票權及參選權，重申今 劣，如果日後有人提請人大釋法或司法
後立法會選舉的投票及參選會 覆核，則交由法院去決定」
。
繼續，倘遞補機制名單「用盡」
被問及爭議會否影響「七一」遊行人
則會依法補選處理。林瑞麟稱， 數時，范徐麗泰強調人數並非重點，而
今後地區直選及新增的五個區議會 是透過遊行看到香港是一個文明的社
功能界別的議席如有出缺，會先由 會，市民有權表達意見，希望大家以理
原有名單遞補，既能保障比例代表制 性和平方式，表達對社會的感受。

■林瑞麟強調遞補機制保
■林瑞麟強調遞補機制保
障市民投票及參選權。
障市民投票及參選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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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黨團召集人葉國謙直言，若有較長的諮詢時間，對議員審
議草案會有幫助，但在過去一段時間，社會對此議題已有很多討
論，現已是作出決定的時候。他又稱，反對派不斷圍繞在「剝削投
票權利」及「諮詢不足」兩個話題，卻無就草案內容作出詳細研究
及深入討論，「新建議內容是很多學者亦曾有提出來過，當時馬嶽
都是支持，但他現又沒無晒影」
。民建聯初步支持草案，但會在審
議過程中，就一些技術性問題提出意見。

自由黨主席劉健儀表示，會在今個星期諮詢黨內意見，個人認為
政府的修訂版本有聽取民意，比原來方案較為尊重選民意願，又強
調不應該把遞補機制草案與「七一」遊行、《基本法》23條立法等
問題扯上關係。

劉秀成稱建築界仍存疑問
專業會議成員、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功能界別議員劉秀
成表示，近日收到業界的意見，有人要求他反對新修訂的遞補機
制，亦有人關注建議會否剝奪其投票權。由於業界對新建議存有疑
問，故他會先收集及了解業界意見後，才決定會否支持建議。下星
期，他將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與業界會面，解釋建議
的詳情，以及了解業界的意見。

林大輝支持 待業界討論
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表示，個人傾向支持，但會先與業界進
行討論，相信很快會有結果。保險界議員陳健波亦指，要先諮詢業
界意見才決定立場，但暫時收到的回覆並不多，當中有支持亦有反
對。旅遊界議員謝偉俊堅持反對立場，認為應有3個月諮詢期。他
又表示，不完全同意大律師公會的理據，又指遞補機制不應該只針
對去年的所謂「五區公投」
，反而是要符合比例代表制。

黃宜弘指低票已反映民意
商界議員黃宜弘指，去年所謂「公投」的選民投票意向已很明確，
毋須再進行額外的諮詢。會計界議員陳茂波則提出，希望政府押後恢
復二讀有關遞補機制的草案，讓社會有多些時間消化和討論補選和遞
補機制的安排。「我已聯絡會計師公會，一旦政府不押後討論，我會
透過會計師公會，全面諮詢業界，然後才決定如何投票。」

立會否決增設人權委員會

長毛提「公投法」遭狠批
適 逢 「 七 一 」 回 歸 日 前 生問題，包括高樓價及高通脹等，希望反對派
失道寡助
夕，反對派政黨利用立法會 議員放下黨派利益及盤算，不要再任意製造爭
議政平台，群起就人權及所謂「公投」提出動 端或挑撥，意圖癱瘓政府，反而應集中精力解
議，刻意挑動社會矛盾，企圖為遊行造勢。其 決民主問題，「反對派屢次發動激進胡鬧行
中，社民連的梁國雄動議訂立「公投法」討論 為，只會令市民反感」
。
「政改方案」及「23條立法」
，引來建制派議員
自由黨的張宇人亦批評，反對派企圖再次觸
嚴詞狠批，指反對派屢次在議事堂就違憲的 及「2012雙普選」及「23條立法」
，議案與所
「公投」提出動議辯論，浪費公帑大肆進行 謂「五區公投」同樣淪為鬧劇，不值得社會支
「政治翻案」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重 持，更有為「五區公投翻案」之嫌，完全不尊
申，香港是國家的行政區域，無權自行決定政 重民意及法律基礎。張宇人指出，梁國雄動議
制發展，亦不能自行創制「公投」
，強調全國 訂立「公投法」
，明顯違背《基本法》
，「百害
人大常委會已經明確點明普選時間表，直斥政 而無一利」
，「製造與中央的對立面」
。
林瑞麟回應時重申，特區政府會繼續按照
黨不斷爭取「2012年雙普選」是不切實際。
對反對派肆意借立法會平台發表「假大空」 「一國兩制」及依照權限辦事，在《基本法》
政見，甚至動議辯論違憲的「公投」制度，民 附予權力及憲制空間處理政制改革，強調梁國
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表示強烈反對， 雄提出的原動議實在難以支持。動議最終未獲
重申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無權創制「公投」 兩部分在席議員過半票數支持下，議案遭否
制度，認為香港目前面對不少「急切性」的民 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葉國謙：民建聯初步支持

劉健儀讚更尊重選民意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早前廣納民意就立法會選舉遞補機制提出新

名反對派議員昨日在立法會動議辯
論期間，接連批評政府不就遞補機
制進行諮詢，要求當局盡快撤回方案。
民主黨的李永達揚言，香港應立法確立
選民的「被諮詢權」
，認為政府不就遞補
機制進行諮詢，政府無權堵塞議員的政
治權利。公民黨的余若薇則聲稱，大律
師公會多次就遞補機制發表聲明，認為
選舉是市民權利，要求政府撤回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前日聯同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再就遞補方案「解畫」
，並逐點反駁大律
師公會的指控，立法會多個建制派政黨認同遞補方案有助堵塞辭職
再選的漏洞，不過多個建制派獨立議員則未決定投票意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是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實施20周年。民主
黨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動議，促請政府堅守
尊重法治和保障人權的原則，設立「專責
委員會」推廣人權教育工作，加強市民對
《人權法》的認識。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林瑞麟指出，政府近年用於推廣人權的
撥款持續遞增，在2011至12年度，預算合
共1.7億元，強調目前《基本法》及《國
際公約》充分保障人權，現時機制亦行之
有效，毋須另設專責委員會處理相類似工
作。議案最終不獲分組點票兩部分過半數
在席議員支持而被否決。

以致保障人權機構儼如「退休官員俱樂
部」
。商界議員黃宜弘則批評，部分議員
經常借言論自由之名，進行激烈粗野及侵
犯他人名譽的抗爭，已經是違背《人權法》
的精神，認為過分強調《人權法》的重要
性並不恰當，並提出修訂指出，人權保障
是源自《基本法》
，而香港享有的是真實
的人權及真實的自由。

林瑞麟：現體制有效

林瑞麟發言時重申，香港特區是一個自
由開放、尊重人權和法治的地方，香港特
區成立以來，政府一直按照《基本法》及
「一國兩制」的原則和尊重法治的精神，
黃宜弘：香港有人權
保障香港市民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並建基
劉慧卿質疑，現時申訴專員、平等機會 於法治和司法獨立。他反對設立另外一個
委員會主席及私隱專員均為前高官出任， 專責的「人權委員會」
，重複或取代現有

行之有效機制的工作。

葉國謙：勿多此一舉
民建聯立法會黨團召集人葉國謙指，現
行架構「環環相扣」
，按照不同情況及種
類處理人權問題，包括由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統籌及評估本港落實人權公約的工作，
以及制訂人權報告；至於推廣教育方面，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亦已廣設平台，讓學生
學習及明白人權內容，無需另行設立委員
會取代現行架構，「近年市民對政府維護
人權及自由工作，滿意程度亦錄得回歸以
來較高位置，足證工作得到市民認同」
。
葉國謙認為，人權保障涵蓋多種類及多元
化問題，根本無法單由一個獨立委員會處
理，否則只會淪為討論層次而非具體落實
執行。

家。但在比例代表制的國家，落敗的參選人只是處於
一個輪候狀態，當有出缺便由之後的參選人接替，那
他們的身份便是輪替者而非輸家，就沒有什麼「敗者
卓 偉
替補」的問題。不過，這些所謂的學者或「年輕學人」
將遞補制說成「敗者替補」，這些說法究竟是學藝未
「五百年輕學人不過是反對派撒豆成兵的稻草人」
。
撒豆成兵的五百多名「年輕學人」在報章上發表的 精，還是政治偏見？難怪有社會人士打趣說，「幸好
全版廣告，以「尊重知識」
、「尊重邏輯」
、「尊重理 國際社會看不到我們學者的言論，否則香港學界的名
。
性」
、「尊重選民」為由，促請政府收回「敗者替補」 譽隨時一朝喪」
方案。「年輕學人」就社會政策發表聲音，不論立場
學者不可為了政治扭曲專業
如何都是值得支持。不過，細看聲明內容，卻令人感
就遞補制的法理依據，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前日作出
到與他們提出的尊重邏輯理性背道而馳。
了全面的釐清，強調《基本法》並無規定必須由補選
「年輕學人」撒豆成兵 誤導市民
來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所以日後不會因為無補選而
所謂「年輕學人」指的應該是在學界擔任教席及從 違反憲法或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他重申建議合乎
，合理地堵塞去年不必要的補
事研究的年輕學者，他們的聲音自然有一定代表性。 《基本法》和《人權法》
但筆者細看簽署人的名單時，卻發現五百多位簽署人 選漏洞。黃仁龍從法理角度闡述了遞補制的法理依
士中，真正屬於大專院校教院講師或從事研究的並不 據，有力地反駁了反對派的指控。
香港社會一直重視學者意見，原因是市民都認為學
多，佔大部分的卻是學士畢業生、正就讀碩士課程學
生或碩士畢業生等。雖然他們都是接受過高等教育， 者能夠注意以不偏不倚的角度去月旦政事。然而，不
但與社會上理解的「年輕學人」並不相符。事實上， 論是到立法會示威抗議的「政客學者」，或是「撒豆
聲明發表後，在本港多個討論區上有不少網民在討論 成兵」在報章刊登廣告的「年輕學人」，由始至終都
有關名單，部分更指不少人與「年輕學人」的稱謂名 不是實事求是的討論遞補制的利弊，而是一味的污名
不符實，質疑有關人士故意用上「年輕學人」這一稱 化，漠視國際慣例與政治制度基本知識，誣衊遞補者
謂，有誤導市民之嫌，與對聲明中提出的理性、邏 是「敗者替補」，又指遞補制剝奪市民選舉權，但市
民會問，那何以德國、波蘭等國家會沿用多年？而且
輯、尊重選民是一大諷刺。
這些學者及「年輕學人」
，在聲明中一開始就將在國 政府早已表明，遞補制所本的也是選舉的結果，市民
際上行之多年的遞補機制標籤成「敗者替補」
。對政治 的意願，機制不過是將選舉與補選合而為一，由選民
學稍有認識的人都會知道，選舉中的勝負概念主要根 一次過作出抉擇，與剝奪選舉權沾不上邊，這些「學
據選舉制度而來，在英國等單議席單票制國家，採取 者」為什麼就是視而不見？他們是真正的學者嗎？
的是「勝者全取制」(winner-take-all)，落敗的自然是輸

「學者」面紗掩蓋下的政治炒作
以公民黨成員為主的一些有「學者」身份的人，昨日以「學者」的身份到立
法會請願要求政府撤回遞補機制。另外，教協以及公共專業聯盟又收集約120位
來自不同大專院校學者及專業人士簽名，要求撤回遞補機制方案，聯繫前日一
班「年輕學人」在報章上刊登廣告，促請政府收回「敗者替補」方案。一時之
間，彷彿整個學界都走出來反對遞補機制。然而，他們中間牽頭的那些人，並
非是在政治上較為中立的學者，而是政治立場較為激進的人士。至於幾百個
「年輕學人」不過是反對派撒豆成兵的稻草人。他們的所為，不過是在「學者」
的面紗掩蓋下的政治炒作。

部分學者淪為政黨棋子
自公民黨成立後，大肆在學界吸納具有學者身份的
人士加盟，如中大關信基、浸大陳家洛、城大鄭宇碩
等，並有計劃地利用這些學者的身份來作政治宣傳。
最明顯的例子是在去年「五區公投」期間，關信基、
陳家洛等人不斷以學者身份在報章或各種論壇上為
「公投」搖旗吶喊，有傳媒更發現每當他們出席論壇時
都沒有表明自身的政黨身份，箇中玄機值得玩味。又
如在「反高鐵」一役，公民黨外圍組織「公共專業聯
盟」就以專業之名行民粹之實，為拉倒高鐵，甚至提
出令外界啼笑皆非的「錦上路方案」
，被工程界人士直
斥為「偽專業」
。
以公民黨成員為主的一些學者，實際上是一班政
客，在每次政治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他們為反對派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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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造勢，在「五區公投」時如是，在政改方案時也如
是。不少輿論早已質疑，這些早有預設政治立場的學
者，卻裝出一副貌似中立的形象來月旦政事，到底他
們是否逾越了學者與政治人物界線，其言論又有多少
可信性。這班以「學者」面紗掩蓋的政客，善於利用
虛假的專業形象招搖過市，收集簽名，壯大聲勢。這
班「學者政客」不但招搖過市，更擅長撒豆成兵之
術，拼湊可觀的「假學者」陣容。近日在為「變相公
投」護航和反對遞補機制一役中，就上演了一場「學
者」面紗掩蓋下的政治鬧劇。
現時在遞補機制即將交到立法會表決時，這些人以
「學者」的身份出來大力抨擊，又突然有五百名「年輕
學人」簽名反對。但心水清的人士都看出，這不過是
故伎重施，特別是所謂的「年輕學人」大部分都是名
不符實，難怪有網民在討論區上一針見血地指出，

京滬高鐵開通
溫總乘首班車

港
聞

恒生商學院
高考大贏家

國
際

不滿退休金改革
英國大罷工

財
經

強積金半年
只賺14.5元

6月30日(第11/077期) 攪珠結果

今天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紀
念日，北京將隆重舉行慶祝大
會，中央領導人及各界代表出
席，胡總發表重要講話。

昨日下午3時，京滬高鐵首趟列
車從北京南站發車，溫總出席開
通儀式，並乘坐首趟列車考察運
營情況。

高考放榜，恒生商學院再成大贏
家，獨攬4名6A狀元，其中唯一
的 女 狀 元 李 泳 木丹 熱 愛 動 漫 與
Cosplay，立志成為律師。

英國政府退休金改革惹來教師和
公務員不滿，昨日爆發約有75萬
人參加的24小時大罷工，影響學
校、機場和港口等設施。

上半年完結，總結過去6個月強
積金回報表現，未至見紅，但僅
得0.01%回報，平均每人只賺
14.5元。

詳刊A4

詳刊A10

詳刊A16

詳刊A22

詳刊B2

10 20 40 46 48 49 13
頭獎：無人中
二獎：$564,600
(4.5注中)
三獎：$28,760
(235.5注中)
多寶：$39,187,354
下次攪珠日期：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