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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戈平：特首愛國愛港是合理要求
普選不一定一人一票 國際公約並無指定方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成為城中熱話，建制派人士認為特首
必須愛國愛港，還有人建議巿民一人一票普選前要先有一場預選。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
戈平表示，不清楚特首選舉是否要經過預選，又指普選不一定是一人一票，聯合國國際人權
公約亦沒有指定普選的選舉方式，關鍵是各自能夠按照實際情況制定體現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的選舉方式。饒戈平又認為，中央20多年前已講過，香港特首和主要官員要愛國愛港，並
非今日才提出，並認為要求行政長官愛國愛港合理，並不過分。

饒《基本法》講座，活動後被問到對有政界人士建
戈平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身份來港出席一個

議為2017年特首選舉進行預選的看法，他表示，不清
楚普選是否要經過預選，並指普選有時間表但缺乏確
定的路線圖，認為特首普選方案應該由香港社會各界
共同協商，政府應該盡早展開諮詢，讓巿民有充分思
考、討論、交流的機會。

各地按各自實情定選舉方式
至於預選是否符合普選定義，饒戈平表示普選的
定義受《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但
公約條文沒有規定普選的方式，國家和地區可按各
自實際情況制定選舉方式，只要能夠體現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就符合要求，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才是普
選。

基本法起草時已提出要求
饒戈平又談到，中央政府20多年前已要求特首要愛
國愛港，這並非秘密，亦不是今日才提出：「堅持香
港的行政長官和香港主要官員應該是愛國愛港，這一
點是從20多年前基本法起草的時候就是提出這個要求
來。」他續指，香港行政長官不僅是香港特首，也是
中央政府官員，特首就職誓詞也會明確表示擁護《基
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故特
首「愛國愛港」是合理要求，並不過分。
另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出席同一場合時指，
「愛國愛港」是一個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基
本法》條文沒有就愛國愛港定出要求和標準。他認
為，2017年特首普選時應該採用法律上可操作的標
準、制度，不可以用政治概念代替。

■饒戈平（左一）認為，要求特首愛國愛港合理，並不過分。左二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右為基本法委員會委
員劉迺強。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獲保障對外交往 港不擁「次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2011年審理的
剛果案中，終審法院主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
釋法，人大常委會表明香港應跟從中央政府在國
家豁免權上的規定。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在
一個講座談到對香港對外交往權的看法，他表示
香港的對外交往權全部由基本法明確授權，《中
英聯合聲明》不能直接構成「國內立法」和「國
內權力」的基礎。他還提到，香港不享有所謂的
「次主權」、「次外交」，並且讚揚香港回歸祖國15
年來，「一國兩制」大大保障、拓展了香港廣泛
的對外事務權。

強調香港是非主權地區實體
饒戈平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身份出席由大中華
青年在線舉辦的「齊齊坐，說說法—中港兩地專家
座談《基本法》講座」並擔任講者，講題為「一國
兩制下的香港對外交往權」。饒戈平表示，就香港
的對外交往權一事上，主要問題有三個，分別是香
港對外交往權的法律基礎、法律性質及其同國家外
交權的關係、與國際人格的關係。
講座上，饒戈平舉2011年人大常委會為「剛果案」
釋法一事作例子，強調說：「香港從來只是一個非
主權的地區實體，她的對外交往權不是自身有的、
本源的，而是從上位政府授權中獲得的，是一種派
生的、從屬的權力。」他進一步指出，香港的對外
交往權全部由基本法明確授權，對於有人認為這些
權力來自中英聯合聲明，他反駁說，一國的國際義
務並不必然構成該國立法的根據，也不必然產生國
內立法上的效力：「國際條約可以提供國際法上的

■饒戈平認為，「一國兩制」大大保障、拓展了香
港廣泛的對外事務權。
莫雪芝 攝

■陳弘毅希望，巿民優先考慮合法方式表達意見。
莫雪芝 攝

保障，但並未直接構成國內立法和國內權力的基
礎，更不可能凌駕於基本法之上。」

論，混為一談。
饒戈平還引述統計數字，指出目前單獨適用於香
港的雙邊協定逾220項，其中經中央政府授權以香
港特區政府名義自行簽署的各類協定有148項，數
字超過了香港回歸前自行訂立的雙邊協定的總和，
締約的領域和範圍也比回歸前明顯擴展。他續指，
香港以「中國香港」名義單獨參加的不以國家為單
位組成的政府國際組織有37個，其中17個是回歸後
加入，兩個數字反映香港回歸15年來，「一國兩制」
不僅沒有損害，反而大大保障、拓展了香港廣泛的
對外事務權。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劉迺強亦有出席活
動，他們分別擔任講者和講座主持人。

港簽雙邊協定超越回歸前
對於年前有學者、政客提出香港有所謂的「次主
權」、「次外交」的觀點，饒戈平也在會上激濁揚
清，強調香港享有超過內地所有地區的最大限度的
對外交往權，但不擁有外交權，也不擁有「次主
權」
、「次外交」
。他指出，外交權是指主權國家的
特定機構制定對外政策、參與對外交往與合作、處
理對外事務的權力，而對外事務是一個國家與外部
世界交往的各種關係的總和，兩者在權力來源、權
力性質和權限範圍上有嚴格區分，不可以相提並

「用槍指住頭」如何商普選？
在香港出席活動的饒戈平，批評佔領中環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未就政改啟
，不是理性行動，他又
動諮詢，反對派便先鼓吹「佔領中環」，爭取他們 「好像把槍桿子對正你的頭」
口中的「真普選」。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批 指2017年特首選舉辦法仍未出台，質疑行動欠缺實
評，行動「好像把槍桿子對正你的頭」，激進而且 質基礎，不利產生普選方案：「在這個方案沒有產
不理性不平和，不利社會溝通產生2017年特首普選 生之前就預先採取一種激進的，非理性的，非平和
方案。另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弘毅也表示，希望 的方法，這是有利於溝通產生這種方案嗎？還是不
巿民先考慮採用合法方式表達意見。
利於呢？」

他又強調，中環是香港商業中心，更是整個香港
經濟最核心地帶，關係到很多國際商業活動和大量
巿民活動，倘若真的出現佔領中環癱瘓中環，公眾
秩序會受破壞，巿民生活也會受干擾，香港大多數
巿民都不樂意見到。

陳弘毅盼考慮合法方式
同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的陳弘毅表示，香港的集
會遊行需要符合一定法律程序，希望巿民優先考慮
合法方式表達意見。

劍橋解檔

姬鵬飛保證不充公港商資產
香港文匯報訊 英國劍橋大學昨日繼續
公開更多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在1982年前後
的相關歷史檔案，透露更多中英就香港前
途談判的內幕。當中提到，時任英國副外
交大臣兼掌璽大臣艾金斯在1982年1月訪問
北京，為戴卓爾夫人訪華鋪路，與時任國

務院副總理姬鵬飛會面時的紀錄。
文件顯示，艾金斯與姬鵬飛會面時指出，
假如中英雙方不採取行動，香港現存法律不
出數年便會終結，強調如何保持港人對香港
前途的信心相當重要。
姬鵬飛回應時強調距離1997年尚有15年時

間，不過中方認為問題重要，很快會開始研
究。他又向英方保證，中國將「保障現有工
商界利益」
，並會研究怎樣達到這一目的。
姬鵬飛表示，中國已逐步落實開放政策，香
港與內地關係發展良好，投資者不用擔心。他
表示，中方不會充公香港資本家的資產。

晚宴講稿提香港 中英背後多角力
香港文匯報訊 戴卓爾夫人訪華期
間，英方分別為她準備兩份在北京及廣
州的講稿。密檔顯示，直至出訪前夕，
中方仍對英方在北京歡迎晚宴上的講稿
表示不滿，認為當中不應提及香港，原
因是中英雙方未正式就香港問題展開談
判，故英國不應公開表達對香港的立
場。若英方堅持，那麼趙紫陽也將在致
辭中，提出中方對香港的立場。
英國駐華大使館之後與中國外交部多
次協商，中方堅持講稿中最多只能用
■1984年12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李先念(右)宴請
戴卓爾夫人。
資料圖片 「雙邊議題」輕輕帶過。大使館對中方

執 於講稿內容表示「煩厭」，但亦承
認若在致辭中直接提及香港主權問題會
嚴重損害中英關係，又指這件事反映出
中英談判的困難。
不過戴卓爾夫人最終堅持要提到香
港，只肯修改為「我們就世界和雙邊問
題舉行高級會談，已日益形成習慣。今
天我們已經進行了第一輪有益的會談。
我們還沒有開始討論香港問題，我期待
明天同你（趙紫陽）研究這個重要的
問題。」並指示大使館強硬交涉，最終
中方讓步接受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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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提出佔領中
環行動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聲言，佔領
行動只是最後的步驟，商討普選方案才是行動
的關鍵，認為當中的技術困難和複雜程度都不
容輕視，但將成為香港重要的民主實驗。不
過，社會各界對佔領中環行動感到憂慮，擔心
造成難以估計的後果，衝擊香港社會穩定及經
濟發展。香港天主教樞機主教湯漢就表示，不
會鼓勵信徒以佔領中環的方式爭取普選，教區
一向認為應透過談話及溝通處理問題。行政會
議成員陳智思則希望，任何形式的抗議都不應
影響香港正常運作。
戴耀庭出席一研討會時表示，佔領中環的模
式，同以往的社會運動不同，有較細密的部
署，而且是事先張揚，參加者亦要先登記。他
又指，希望保持行動的一致性，將行動的目
標，定為純粹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行政長
官制度。他又表示，參與者都是個別公民，如
果人數眾多，他並不擔心行動會被騎劫。

陳智思：基本法列明提名程序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回應香港政制發展提問時
則說，港人要有共識，推行政改五部曲要有方
向。陳智思說，明白不同黨派有自己的擔憂，但
若只堅持自己的立場而不肯讓步，政制就不能再
向前走。被問到反對派不接受有預選，陳智思
說，基本法明確列出有一個提名程序，因此大家
要放開討論，否則只會原地踏步。
另外，對於27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及所屬政黨
組成真普選聯盟，同時有學者發起佔領中環行
動，陳智思說議會內不同黨派表達立場是正常，
至於佔領中環亦是一種表達方式。但他希望，任
何形式的抗議都不應影響香港正常運作。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亦被問及有人發起
佔領中環行動爭取普選的看法，湯漢表示，不
鼓勵教友參加佔領行動，應展開交談處理。

反對派各有盤算 莫衷一是

即使反對派對佔領中環行動亦各有盤算，莫
衷一是。社運人士陳梓進聲言會參與，他稍後
會組成新的群組，再向戴耀廷了解行動的詳情及提供支援。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卻說，學民思潮對佔領中環未有立
場，要開會商討。他又說，個人不贊成為行動設限制，包括
40歲以上人士才可參與及要簽同意書。他又認為，佔領中環
只是其中一項手段，如何在政改方案迫使政府讓步，達致普
及平等的選舉，才是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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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總理華國鋒
於1979年訪問英國，並於1980年中
多番邀請戴卓爾夫人訪華，不過英
方遲遲未有回覆，直至3年後的
1982年訪華之旅才終於成行。密檔
顯示，戴卓爾夫人其實在1981年初
已經非常希望訪華，但英方當時基
於中國內部情況緊張（四人幫審訊
剛結束），加上其他行程安排，故
評估要1982年上半年才有機會訪
華。

戴卓爾夫人訪華前，英國外相卡靈
頓已兩度訪華，每次出行前，都會與

■中英簽署聯
合聲明後，
1984年12月
19日，鄧小平
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會見英國
首相戴卓爾夫
人。資料圖片
首相府研究戴卓爾夫人訪華的安排。
1980年9月訪華前夕，他就提到英方
在對華高層外交上，落後其他西方國
家。不過卡靈頓研究過戴卓爾夫人的
行程後，發現要在1981年內訪華是幾
乎不可能。
1981年4月，卡靈頓再次訪華，向
中方傳達戴卓爾夫人希望在翌年訪華
的意願，不過之後由於戴卓爾夫人行
程安排，所以將日子定為1982年下半
年。1981年12月的文件指出，當時香
港傳媒已盛傳戴卓爾夫人會在9月訪
華，因此卡靈頓敦促她快點決定日
子，並建議訪華應該同時訪問日本，
指兩國「同樣非常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