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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梁振英是否到立法會解釋其住宅僭建事件，反對

派倒梁「三部曲」都會繼續。民主黨議員胡志偉於下周

三在立法會向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公民黨黨魁梁家

傑及工黨主席李卓人要求內會討論動用《權力及特權法》

調查事件，社民連梁國雄企圖啟動彈劾梁振英的議案。

反對派倒梁「三部曲」，胃口極大、性質惡劣，用心險

惡。

不信任議案違反基本法
應該指出，對主要官員和特首的不信任議案，不僅於

基本法無據，根本沒有法律效力。基本法關於立法會十

項職權的規定中，沒有一項賦予立法會可對政府官員和

公職人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

員蕭蔚雲指出：「這些官員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立法

會要他下台，他如果服從立法會的要求，便是違反中央

的任命，這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矛盾的！」反對派在今屆

立法會會期剛開始，已經接連向新政府官員及行會成員

提出不信任動議，先有針對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發展局

局長陳茂波，繼而有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現在更對行

政長官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這更加明顯違反基本法

立法原意。梁振英是中央任命和堅定支持的行政長官，

反對派卻要對梁振英提出不信任動議，這是露骨地與中

央對 幹。大部分建制派議員反對對梁振英提出不信任

動議。如果有建制派議員隨反對派起舞，這是喪失政治

氣節的表現。希望所有的建制派政黨議員應樹立大局意

識，絕不能因為對梁振英有成見和意氣之爭，就不顧大

局與反對派沆瀣一氣。

反對派企圖濫用特權法「審判」特首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及工黨主席李卓人要求內會討論動

用特權法調查梁宅僭建事件，這是企圖濫用特權法。特

權法於1985年制定。當年特權法立法時，已有不少意見

指其權力及範圍太大，如同沒有限制。但由於立法會的

監察功能需有調查權力，兼且一般意見認為議員不會隨

便濫用權力，因此權限的問題沒有引起太大重視。特權

法運作20多年來，立法機構也基本自律，傳召權沒有太

大膨脹。但近年來，立法會動輒亮出特權法的「尚方寶

劍」，出現權力過大和濫權等問題。議員並非法律專

家，也缺乏法官應有的品格和素質，在調查時不僅時常

離題萬丈，甚至流於人身攻擊，令調查變得政治化。在

調查雷曼事件時，部分議員更洩露金管局提交的機密資

料，影響本港的金融聲譽。現在，反對派議員企圖濫用

特權法，將立法會變成「法庭」，將反對派議員變成

「法官」，來「審判」中央堅定支持的梁特首，這是更加

露骨地與中央對 幹。建制派議員有責任阻止及否決對

特首動用特權法。

反對派啟動彈劾議案根本是胡攪蠻纏
基本法第73(9)條訂明，啟動彈劾機制，首先要有立法

會四分一的議員聯合動議，指控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

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動議經立法會(分組點票)通過，

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組成調查委員會，就動議所載列

的指控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若委員會認為

有足夠證據構成議案所提的指控，則立法會以全體議員

三分之二議員通過，才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決定。

若成功啟動彈劾，即有法律上的後果，牽涉司法機關介

入，影響整個特區政府的運作和整個特區的管治，因為

涉及的是特區政府的首長，更須由中央出手。所以《基

本法》第73(9)條之下的彈劾機制，程序嚴格，並要求有

廣泛的社會共識支持。

現在的情況是，梁宅僭建是無

心之失，事件並不涉及誠信問題，更

與「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風馬牛不相及。而且，梁振

英一直本 開誠布公的態度從嚴處理，顯示出負責任的

態度。反對派議員卻要啟動彈劾梁振英的議案，這根本

是胡攪蠻纏，而且是蓄意將矛頭指向中央。社民連梁國

雄聲稱已就啟動彈劾梁振英的議案，收集到十個議員的

簽名，包括他自己、人民力量三名議員和公民黨六人，

這十人都屬於香港政治光譜極右翼、極反共和搞「五區

公投」的勢力，建制派更要堅決進行抵制，其他反對派

也要提高警惕，避免上了極右翼、極反共勢力的賊船。

中央對梁特首高度信任和支持
梁振英及其領導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正處於香港歷

史上一個關鍵的時期。香港能否抓住機遇，借助十八大

提供的巨大空間和機遇，解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並再創

輝煌，關鍵在於梁特首能否正常和有效施政。基本法規

定，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區的首長，也是特區政府的首

長。基本法還規定行政長官要向中央負責，國家對香港

的方針政策，是通過行政長官帶領香港各界人士來貫徹

落實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對行政長官的「堅定支持」，

明確是由行政長官帶領香港各界人士落實中央對香港的

總體要求，表明了中央對梁特首的高度信任和支持，值

得香港各界人士特別是建制派議員高度重視。建制派議

員必須站穩政治立場，旗幟鮮明地堅決挫敗反對派的倒

梁陰謀。

反對派全面圍攻梁振英及其領導下的新一屆特區政府出現新的動態，即在搞街頭政治的同

時，在建制內倒梁，反對派以「三部曲」方式，即提出不信任議案、引用《特權法》調查、以

及彈劾議案來推動倒梁逆流。反對派在建制內倒梁，更明顯並非只針對梁振英個人，而是要製

造憲制危機，企圖圍剿中央堅定支持的梁特首，癱瘓特區政府施政，並打擊和震懾立法會的建

制派議員，向整個愛國愛港陣營和中央挑戰。反對派的倒梁「三部曲」，性質惡劣，用心險惡。

所有建制派議員和社會人士，都不能隔岸觀火置身事外，更不能與反對派沆瀣一氣，而必須摒

棄成見，站穩政治立場，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堅決挫敗反對派倒梁「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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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源：中央堅定挺梁班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鄭治祖）特區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訪問北京，其間與國務院港澳辦副
主任華建等會面。他昨日在北京總結訪行程時引述華建
在會面中表示，中央政府會一如既往堅定支持行政長官
和特區政府的工作，雙方也具體討論到進一步強化與港
澳辦，及和內地不同省市的交往和溝通機制。他又反映
了港人近期在內地居民與香港市民出現的矛盾的情緒，
希望特區駐內地的辦事處可作為有效溝通的橋樑，以消
除誤解。

研中部增設港辦事處 加強溝通消誤解
譚志源昨日在北京向傳媒總結自己約26小時的訪京行

程時表示，在與華建會面時，雙方就特首梁振英希望香
港與內地的合作關係進一步提升交換了具體意見 ，包括
香港希望在中部設立辦事處，及如何透過目前的辦事處
更好地為內地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提供更適切的幫助，
加強與中央及各省市的合作。他又強調，香港與內地在
未來的合作要超越經貿層面，希望發揮特區駐內地辦的
職能，尋求兩地有效溝通，紓緩雙方不必要的誤解。

被問到在中部增加辦事處的進度時，他說，當局正研
究在中部6個省中其中一個增設辦事處，考慮包括當地
的港人人數、交通基建、配套服務及當地政府「對我們
的熱情程度到哪裡」。局方會派員到有關省份視察，稍
後會有公布。

在與華建會面時，譚志源也簡略介紹了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過去1年及未來數年的工作重點，包括政制發展及
人權等方面的工作，但只是一般性的介紹，雙方並無具
體討論。

華建囑譚「 弗」迎政改
譚又引述華建在會面中最主要提出的兩點，一是強調

中央政府會一如既往、堅定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辦事，和處理好有關的工作，二是希望他可以繼續

「keep fit」，「不論有甚麼情況出現亦不會受驚過度」，
可以能夠繼續有較好的「抗疫能力」來處理將要處理的
政改工作。

譚晤崔天凱詹永新孫亞夫

譚志源在京期間
亦與外交部副部長
崔天凱及港澳台司
長詹永新會面。他
說，大家主要觸及
就香港在《基本法》
下，對外事務的進
一步拓展，和未來工作上可以和外交部合作和協調的地
方，尤其是保持香港作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
心的地位，也談到香港參與國際組織的情況，又趁機感
謝外交部在港人於外地遇上事故時，如馬尼拉人質事件
和或較早前的「啟豐二號」事件時提供的協助。

在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孫亞夫會面時，譚
志源則談到香港及台灣在過去1年關係的進展。在京期
間，他亦與在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就讀的香港年輕人，
及由港人組成的商會組織代表交流，了解他們在生活上
和工作上遇到的困難，而特區政府可在哪些方面提供協
助。晚上，他還出席「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在
北京舉行的晚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2011年區議會選
舉以獨立身份成功連任的葵青區議員徐曉杰，已於
11月22日正式加入新民黨，成為該黨第七名區議
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與執行副主席田北辰歡迎
徐曉杰加入新民黨，希望他能與新民黨另外一位葵
青區議員張慧晶通力合作，為葵青區居民服務。

連同徐曉杰，新民黨共有6名直選區議員，其餘5
人為灣仔大坑的黃楚峰、太古城東的謝子祺、元朗
頌 的黃卓健、荃灣愉景的田北辰、葵青翠怡的張
慧晶，及1名委任區議、荃灣區的趙公梃。

參選港區人代
52人獲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於昨日下午5時半截止報名，據選

舉工作辦公室資料顯示，共有52人獲提名參選，其中有23人競逐連任，辦事處會根據相關法規核

實，並會於12月19日主席團會議確認後公布正式候選人名單。另外，昨日陸續有參選人親自補交提

名，也有人昨日「壓哨」報名參選（見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鄧國威昨日結束兩天訪問北京的行程。在
北京期間，鄧國威到訪國家行政學院，與國家
行政學院副院長楊克勤會面，就公務員培訓事
宜交換意見，並參觀了國家行政學院內的港澳
培訓中心，又到訪為香港高級公務員舉辦培訓
課程的學府，包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外交
學院，與院校代表及學者會面。鄧國威並禮節
性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與國務院港澳
辦副主任華建會晤。

第十二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報名期昨日正式結
束，多名參選人把握時間補交提名。其中，前保安

局局長李少光就透過前入境處同袍補交627個提名，連同
早前報名時遞交的共有逾700個提名；首次報名參選人代
的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李引泉亦補交提名，連同
早前遞交的已逾600個。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透過助手
補交100多個提名，但未有透露共有多少提名。工商專業
聯會主席黃友嘉及城大校董會主席胡曉明等則剛巧在同
一時段補交提名。

珠姐親自補交287提名
競選連任的譚惠珠昨晨則親自補交287個提名，連早前

已遞交的53個提名，她共得到360個選委提名。譚惠珠表
示，報名後陸續有選委向她寄上提名表格，所以補交提
名。被問到政界近日流傳 聲稱為「欽點名單」，譚惠珠
笑說，「我沒有看過那張建議名單，如果有的話請你

（記者）給我看看」，又坦言各個團體都會公布名單來推
薦心儀的候選人，相信是次選舉會「名單滿天飛」，不會
只得一張「建議名單」。

昨日亦有人趁提名期結束「趕及」報名，香港潮州商
會常董張俊勇表示，自己代表青年工商界，但未有介紹
自己的競選政綱，他又解釋提名期最後一天才報名是因
為早前去了古巴遊玩，剛剛落機便趕來報名。

年屆90歲的「選舉常客」陳普芬也報名參選，他來自
會計界，曾7度參選立法會及前立法局的會計界議席，
2008年也選過人大代表，至今未嘗一勝，又指自己得到
25位選委提名，有信心最終能當選。

■鄧國威（左）在北京與楊克勤會面。

■葉劉淑儀及田北辰歡迎徐曉杰（中）加入新民黨。

鄧國威訪京
晤華建楊克勤

區議員徐曉杰加入新民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仍未啟動香港
政制發展的諮詢工作，但各界均預期在今日的政治環境
下定會困難重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在
北京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表示，這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
希望大家放下成見、放開懷抱，以最開放的態度來處
理；倘大家都堅持己見，將沒有「開花結果」的日子。

譚志源昨日被問及香港政制發展將會遇到甚麼障礙時
坦言，特區政府需要下很大的決心來做好這方面的工

作，但難度在於，目前部分在社會上已有相當共識甚至
有一致看法的、與民生有關的議題，「往往去到立法會
可能都會因為情緒的問題而未能如我們希望般如期推
行」，例如長者生活津貼計劃等，「包括（勞工及福利
局）張建宗局長，我對他是特別深表理解的，因為我也
曾經試過『拉布』之苦，不過我覺得他較我還要苦」，
而政制發展所帶來的爭議性比較大，當局對此需要有充
分的心理準備。

他強調，最重要還是社會民意：要切實地落實2007年
人大常委會提出的普選時間表，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
立法會各黨派以至社會各界人士，都要務實地知道這是
一件很艱巨的工作，「由於工作更加艱巨，希望大家能
放下一些成見，在我們於適當時候推出諮詢文件諮詢大
家時，希望大家都能放開懷抱，能拿出最開放的態度來
處理政改這個問題⋯⋯過往我們兩次政改的經驗都告訴
我們，如果大家都堅持己見，可能都是沒有開花結果的
日子。上一次政改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大家都能務實
地推出一些大家都覺得可以妥協或接受的方案，我們就
可以向前行一步，我希望2016/17年都是這樣做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參選者名單
（本報記者按參選者中文姓氏筆劃排列）

註：參選人名單由本報記者根據已報名者整理，正

式候選人名單以12月19日主席團會議後公布

的名單為準。

資料來源：選舉工作辦公室

製表：記者 鄭治祖

王庭聰

王敏剛

方景樂

田北辰

史美倫

司馬文

杜偉強

李少光

李引泉

李國興

呂聯勤

吳秋北

吳亮星

佘繼標

林順潮

范徐麗泰

胡曉明

馬逢國

馬豪輝

姚祖輝

陳　勇

陳振彬

陳智思

陳普芬

陳德寧

曹聖玉

區嘯翔

馮　玖

梁海明

張明敏

張俊勇

張桂蘭

張鐵夫

黃友嘉

黃玉山

葉永玉

葉國謙

楊耀忠

雷添良

蒙美玲

廖長江

鄭耀棠

蔡素玉

蔡　毅

劉佩瓊

劉柔芬

劉健儀

霍震寰

盧瑞安

顏寶鈴

羅范椒芬

譚惠珠

政改爭議大 固執難「開花結果」

■譚志源昨天在香港駐京辦會見

香港傳媒。 馬琳 攝

■譚惠珠（左）及霍震寰（右）。 鄭治祖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左)昨日歡迎到訪的

國家交通運輸部副部長翁孟勇及其代表團成員，

雙方就運輸事項進行交流及討論。

運

輸

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