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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特首普選的兩個前提，喬曉陽認為，兩個前提

不確立、不得到香港社會多數人認同，不適宜開展政

改諮詢。這是中央在普選特首的底線，而且是「最後

的退無可退的」，顯示中央充分了解特首普選的複雜

性和敏感性，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講清楚特首普選的

前提條件，有助港人清晰理解，讓本港社會在公開理

性的環境下凝聚共識，以便政改諮詢能夠順利進行，

避免到諮詢後期再爭拗特首普選的前提條件，甚至推

倒重來，阻延落實普選的進度。

對抗中央不能當特首理所當然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指出，「要

確保愛國愛港者在港長期執政」；現在喬曉陽指

出，「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

更直接淺顯的表達，也是中央的一貫立場。香港是

中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儘管享有高度自治，但

並非完全自治，中央政府對行政長官擁有實質的任

命權，行政長官必須對中央效忠和負責，必須維護

好香港與中央關係，愛國愛港對於管治香港的人來

說，是最起碼的條件、最低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門檻。這好比一間公司中，員工如果對公司沒有好

感，沒有忠誠，如何能為公司服務好呢？對公司懷

有牴觸情緒的員工，與公司發展理念格格不入，當

然不可能被委以重任。推而廣之，不能接受一個與

中央對抗的人當香港行政長官是理所當然，否則的

話，香港將永無寧日。

中央在香港落實普選的決心是毋庸置疑的，並通過

基本法在憲制層面作出規定，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

委會明確了普選的時間表，只要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辦事，就能順利畫出推動普選的路線圖。而探討落

實普選的辦法還要符合香港的實情，最大地凝聚共

識，保證香港的社會穩定、經濟繁榮，而非令香港社

會分化，製造不安定因素。

事實上，被視為民主最高典範的英美等國，其普選進

程都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在國家政權主導下，根據社會

民情實際，循序漸進，經歷了一百多年的長時間逐漸完

善的，英美至今依然未能實現直選而只有間選，婦女、

少數族裔擁選舉權的歷史也不長。香港在回歸前的150

年的時間裡，港督從來都是由英國直接委任的，港人對

選舉政府根本無緣置喙；回歸後在不超過20年的時間，

香港從選舉委員會的選舉推進至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全

民普選，已是一個大進步。

「佔領中環」破壞香港核心價值

此次討論普選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人提出以「佔領中

環」的違法手段來爭取訴求。發動「佔領中環」的法律

學者更揚言，「佔領中環」活動如被打壓，可能迫使部

分港人走向暴力抗爭。這是一次知法犯法的示範，對於

社會必將產生惡劣的影響。尊重法治為香港的社會核心

價值，亦被視為不可逾越

的圭臬，現在法律學者卻

鼓吹市民以身試法，甚至

煽動暴力作為抗爭手段，

即使「佔領中環」用了

「愛與和平」、「公民抗命」的口號來包裝，被套上「神聖」

的光環，但是犯法就是犯法，是對本港核心價值的嚴重

破壞。

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認為：「邦國雖有良法，要是

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實現法治。」如果法律

於己有利就遵守，於己不利就不遵守，那麼法治精神

將空有其表。外傭要求取得居港權、同性婚姻要求合

法化都「佔領中環」，香港還有什麼法治可言。綱紀廢

棄之日，便是暴亂興起之時。在歐美等民主國家，不

論任何訴求、行動，如果觸犯了法律，政府決不會坐

視不理，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最終就被法庭頒

令禁止，被清場告終。

據「佔領中環」的發起者樂觀的估計，可號召到1

萬人參加，而香港警方根本沒有4萬警力來應付，癱

瘓中環如果成事，屆時香港的經濟、社會秩序大

亂，市民的生活大受影響。1萬人支持「佔領中

環」，卻令到10萬人無工開，香港社會願意承受這樣

的後果嗎？這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嗎？市民會認同

這種以破壞整體利益來表達訴求的社會運動嗎？答

案不言而喻。

普選議題再度成為近期本港社會爭論的焦點。全國人大法

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明確指出，特首普選有兩個前提：

一，要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二，不能允許

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顯示中央對香港落實普選態

度開誠布公、真心實意，而對特首普選設立必要的門檻合情

合理，這是保證香港長期穩定繁榮的關鍵。普選應該循序漸

進，鼓吹「佔領中環」搶佔政制發展主導權是知法犯法，極

可能擾亂本港社會秩序，難以得到市民認同。700萬港人希望順利落實普選，絕不願意看到香

港被搞亂。

王惠貞 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佔領中環」阻礙普選 搞亂香港難獲認同

社

團

領

袖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普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5℃ 雷暴
河　　內 28℃ 34℃ 密雲
雅 加 達 23℃ 31℃ 多雲
吉 隆 坡 24℃ 32℃ 雷暴

馬 尼 拉 26℃ 32℃ 密雲
新 德 里 28℃ 38℃ 多雲
首　　爾 24℃ 29℃ 多雲
新 加 坡 25℃ 31℃ 雷暴
東　　京 26℃ 32℃ 多雲

澳洲
墨 爾 本 9℃ 14℃ 驟雨

悉　　尼 9℃ 19℃ 多雲
歐洲

阿姆斯特丹 14℃ 21℃ 有雨
雅　　典 25℃ 36℃ 天晴
法蘭克福 15℃ 22℃ 多雲
日 內 瓦 11℃ 25℃ 天晴
里 斯 本 25℃ 38℃ 天晴

倫　　敦 15℃ 22℃ 多雲
馬 德 里 20℃ 36℃ 天晴
莫 斯 科 12℃ 21℃ 天晴
巴　　黎 15℃ 24℃ 密雲
羅　　馬 18℃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4℃ 38℃ 天晴

檀 香 山 23℃ 31℃ 天晴
洛 杉 磯 16℃ 23℃ 毛毛雨
紐　　約 22℃ 35℃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毛毛雨
多 倫 多 25℃ 37℃ 天晴
溫 哥 華 17℃ 24℃ 天晴
華 盛 頓 25℃ 37℃ 天晴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3℃ 雷暴
河　　內 28℃ 36℃ 驟雨
雅 加 達 25℃ 34℃ 薄霧
吉 隆 坡 25℃ 34℃ 驟雨

馬 尼 拉 24℃ 31℃ 多雲
新 德 里 32℃ 45℃ 天晴
首　　爾 20℃ 32℃ 多雲
新 加 坡 26℃ 32℃ 多雲
東　　京 21℃ 26℃ 有雨

澳洲
墨 爾 本 8℃ 15℃ 驟雨

悉　　尼 8℃ 19℃ 天晴

阿姆斯特丹 11℃ 22℃ 雷暴
雅　　典 24℃ 34℃ 天晴
法蘭克福 14℃ 28℃ 多雲
日 內 瓦 16℃ 29℃ 天晴
里 斯 本 17℃ 23℃ 多雲

倫　　敦 12℃ 20℃ 明朗
馬 德 里 18℃ 33℃ 多雲
莫 斯 科 12℃ 23℃ 有雨
巴　　黎 14℃ 21℃ 有雨
羅　　馬 15℃ 28℃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21℃ 36℃ 大風

檀 香 山 23℃ 29℃ 大風
洛 杉 磯 16℃ 26℃ 多雲
紐　　約 14℃ 24℃ 多雲
三 藩 市 13℃ 18℃ 多雲
多 倫 多 19℃ 28℃ 多雲
溫 哥 華 12℃ 17℃ 多雲
華 盛 頓 16℃ 25℃ 多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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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多雲及有驟雨，能見度頗低，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
氣溫：23℃-28℃ 濕度：80%-95%
潮漲：02:36(1.3m) 12:09(1.9m)
潮退：05:15(1.3m) 20:58(0.8m)
日出：06:25 日落：18:44

19/4(星期五) 20/4(星期六) 21/4(星期日)

空氣污染指數

0-25 輕微

26-50 中等

51-100 偏高

101-200 甚高

201-500 嚴重

一般監測站#

污染指數：20－65
空氣指數：輕微至偏高

路邊監測站*
污染指數：65－95
空氣指數：偏高

# 設 於 中 西
區、葵涌、觀
塘、深水 、
沙田、大埔、
荃灣及元朗。
*設於銅鑼灣
及旺角。

查詢天氣：1878200 查詢時差：10013或1000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未來四日天氣預告
22/4(星期一)

氣溫：22℃-25℃

濕度：85%-100%

多雲有霧

間中有雨

氣溫：21℃-24℃

濕度：80%-95%

多雲，有幾陣雨

初時沿岸有霧

氣溫：20℃-24℃

濕度：75%-90%

初時有一兩陣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氣溫：23℃-27℃

濕度：85%-100%

多雲間中有雨，稍後有

幾陣雷暴，部分地區有霧

世界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亞洲
曼　　谷 26℃ 34℃ 雷暴
河　　內 23℃ 32℃ 密雲
雅 加 達 25℃ 33℃ 毛毛雨
吉 隆 坡 26℃ 33℃ 天晴

馬 尼 拉 27℃ 34℃ 多雲
新 德 里 20℃ 37℃ 天晴
首　　爾 10℃ 15℃ 密雲
新 加 坡 25℃ 33℃ 雷暴
東　　京 15℃ 22℃ 天晴

澳洲
墨 爾 本 10℃ 17℃ 驟雨

悉　　尼 16℃ 23℃ 驟雨
歐洲

阿姆斯特丹 8℃ 20℃ 有雨
雅　　典 10℃ 20℃ 天晴
法蘭克福 12℃ 22℃ 多雲
日 內 瓦 8℃ 24℃ 天晴
里 斯 本 13℃ 25℃ 天晴

倫　　敦 10℃ 17℃ 多雲
馬 德 里 12℃ 27℃ 天晴
莫 斯 科 4℃ 18℃ 天晴
巴　　黎 12℃ 24℃ 天晴
羅　　馬 9℃ 20℃ 多雲

美洲
芝 加 哥 5℃ 11℃ 驟雨

檀 香 山 21℃ 28℃ 多雲
洛 杉 磯 10℃ 23℃ 天晴
紐　　約 11℃ 19℃ 多雲
三 藩 市 6℃ 19℃ 天晴
多 倫 多 2℃ 11℃ 天晴
溫 哥 華 5℃ 12℃ 驟雨
華 盛 頓 16℃ 23℃ 多雲

中國各大城市天氣預測
城 市 最低 最高 預測
北　　京 8℃ 15℃ 天晴
長　　春 0℃ 6℃ 有雨
長　　沙 22℃ 28℃ 有雨
成　　都 16℃ 30℃ 多雲
重　　慶 19℃ 29℃ 多雲

大　　連 4℃ 11℃ 天晴
廣　　州 22℃ 28℃ 驟雨
貴　　陽 16℃ 26℃ 多雲
海　　口 23℃ 28℃ 驟雨
杭　　州 17℃ 24℃ 密雲
哈 爾 濱 -1℃ 5℃ 有雨
合　　肥 15℃ 24℃ 密雲

呼和浩特 2℃ 12℃ 多雲
濟　　南 8℃ 16℃ 多雲
昆　　明 11℃ 25℃ 多雲
蘭　　州 12℃ 25℃ 密雲
拉　　薩 3℃ 14℃ 多雲
南　　昌 19℃ 25℃ 有雨
南　　京 12℃ 21℃ 多雲

南　　寧 23℃ 32℃ 多雲
上　　海 14℃ 21℃ 密雲
瀋　　陽 2℃ 10℃ 天晴
石 家 莊 7℃ 13℃ 多雲
台　　北 25℃ 30℃ 有雨
太　　原 8℃ 22℃ 多雲
天　　津 5℃ 12℃ 天晴

烏魯木齊 6℃ 15℃ 驟雨
武　　漢 19℃ 26℃ 驟雨
西　　安 18℃ 26℃ 密雲
廈　　門 21℃ 27℃ 雷暴
西　　寧 1℃ 22℃ 多雲
銀　　川 5℃ 21℃ 密雲
鄭　　州 13℃ 17℃ 密雲

審計署報告揭保育文物5宗罪 促妥維修定期辦導賞團

16古蹟建築物無人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文物及歷史建築物

是社會瑰寶，記載了社會的歲月痕跡，在社會發展

中佔有重要地位。惟審計報告昨日揭發政府保育文

物5宗罪，包括有10幢古蹟及歷史建築物無撥入政

府部門打理，以致日久失修；6幢建築物遭閒置6年

至20年，淪為「文物孤兒」，當中黃竹坑新圍舊民居

被荒廢20年；80%的歷史建築損毀，超過2年仍未

修復。儘管部分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物已被使用

及開放予公眾參觀，但有75%的歷史建築物並無安

排導賞團，意味 市民進入寶山亦可能尋不到寶

物，文物保育教育名存實亡。審計署促請政府妥善

維修保養和善用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物，並定期

舉辦導賞團。

黃竹坑新圍舊民居荒廢20年

政府現擁有57項古蹟和203幢已評級歷史建築物，審計署昨
日公布的第六十號報告書揭露，有10幢政府已評級歷史建築
物無撥給任何政府部門，包括屬一級歷史建築的調景嶺茅湖
山觀測台，及薄扶林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有些歷史建
築物即使已撥給政府部門，亦有1項古蹟和5幢已評級歷史建
築物，遭閒置不用6年至20年。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港島現
存2幢中國傳統民居之一的黃竹坑新圍舊民居，更已荒廢20
年；屬古蹟的大潭篤原水抽水站第二號員工宿舍，以及三級
歷史建築的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均被閒置10年。

日久失修或危及遊人安全

審計報告指出，這些古蹟均日久失修，甚至危及遊人安
全。以建於1898年的調景嶺茅湖山觀測台為例，它是清朝佛
堂洲海關的觀測台，作觀測佛堂門航道之用。在日佔時期，
觀測台曾被日軍佔據，以監視整個山下由西貢至鯉魚門一帶
海域的活動。古諮會在2009年把觀測台確認為一級歷史建築
後，一直未撥至任何政府部門管理及維修，以致破舊失修，
加上四周並無圍封，隨時危及遊人安全。

80%損毀逾2年仍未修復

此外，審計署又發現，古蹟辦在2009年至2011年間，共發
現773處私人歷史建築損毀，但有80%的損毀超過2年仍未修
復。當中包括94處須緊急處理的損毀，及530處一般損毀。

鑑於建築物具歷史價值，審計署認為，發展局作為負責文
物保育的決策局，須採取措施，確保所有未撥用的政府已評
級歷史建築物均妥善維修，並予以善用。另外6幢已撥至4個
政府部門管理的建築物，則須立即維修並加以善用。而古蹟
辦則須制訂工作計劃、訂定目標時間，迅速修復建築損毀。

提供導賞團是促進公眾保育及欣賞歷史建築物的良方。然
而，審計署從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蹟辦的資料中發現，
在2009年至2012年期間，在57項政府古蹟當中，有36項(63%)
無安排導賞團；而在203幢政府已評級歷史建築物當中，則有
152幢(75%)沒有導賞團。審計署認為，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須
在租約中訂明平日、周末及假期的每日導賞團最少次數，以
及每年的開放日最少次數。

倡設指示牌宣傳連成文物徑

古諮會委員高添強表示，政府對軍事古蹟並無保護政策，
甚至簡單的說明和指示牌都沒有，任由外界破壞這些古蹟，

「城門碉堡陣地、摩星嶺，及曾與日軍激戰的黃泥涌峽等地，
幾乎沒有保育」。他認為多個軍事古蹟可加設指示牌及宣傳，
串連成文物徑。

6歷史建築遭非法拆改

長期閒置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物
建築物 古蹟／已評級歷史建築物 負責部門 閒置年期

黃竹坑新圍舊民居 二級歷史建築 康文署 20年

大潭篤原水抽水站第二號員工宿舍 古蹟 水務署 6年至10年*

域多利道扣押中心 三級歷史建築 政府產業署 10年

舊山頂道山頂倉庫 二級歷史建築 水務署 8年

上水何東夫人醫局主樓 二級歷史建築 衛生署 7年

上水何東夫人醫局平房 二級歷史建築 衛生署 7年

註：*員工宿舍的4個單位分別由2002年、2003年、2005年及2006年起閒置不用。

資料來源：審計署署長第六十號報告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雅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

琪）古物諮詢委員會昨日一
致通過將有80年歷史、位於
沙頭角、屬私人產業的客家
大宅「發達堂」訂為法定古
蹟。政府稱獲業主支持，業
主亦承諾開放部分空間予公
眾參觀，當局會爭取年內刊
憲，預計於2014年可獲撥款
並展開前期研究，2015年中
開始復修工程，需時約1.5
年，即最快需待2017年才開
放公眾。政府稱現時仍為業
主居所的「發達堂」，自落成
後甚少改建，原有的建築特
色和文物大都保存完好。

年內刊憲申撥款
保留客家歸僑大宅

古諮會昨日開會討論將
「發達堂」訂為法定古蹟。位
於下禾坑的「發達堂」於
1933年建成，不單見證一個
顯赫的客家家族的歷史，亦
是折衷主義住宅建築的典型
例子，建築風格廣為香港20
世紀初期海外歸僑所採用。
當局透露，由於大宅範圍
大，所涉的維修保養費用不
菲，業主曾申請維修資助計
劃，故支持「發達堂」成為
法定古蹟，以藉此申請撥款
進行全面復修。位於大宅正
中的「明間」曾用作擺放農
具和穀物的共用儲物室，業
主承諾讓政府擺放展版，開
放公眾參觀；雖然其中三房
後人已移居海外，只有一房
仍居於該處，但業主不希望
開放其餘4個「起居室」。

有委員指出，發達堂由一
個名為「李道環祖」（於1930年代由李
道環4名兒子組成）作為業主，擔心已
移民外地的後人會挑戰現時業主的決
定，影響保育方案。當局回應時表示，
業主知悉建築物將永久保存，而成為法
定古蹟後亦受法例保護，會爭取今年內
刊憲，之後便可申請撥款，預期於2014
年4月可獲發款並展開前期研究，由於
建築物現況較差，當局預期需進行結構
勘察、測繪等以制定文物保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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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除了港府對其所擁有
的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物保育不力，審計署亦批評，
港府在監察及減少私人歷史建築物被拆卸或改動個案的
工作亦不足，令5幢位於新界及1幢新轉介至古諮會評級
的建築物，在未獲屋宇署同意或地政總署發出豁免證明
書前，被非法拆卸。屋宇署指個案不涉及安全問題，故
無進行執法行動。

現時，全港共有44項私人古蹟及714幢私人已評級歷史
建築物。為保育私人歷史建築物，發展局自2009年起責成
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如收到任何關於拆卸或改動
古蹟、暫定古蹟、已評級歷史建築物及建議評級歷史建築
物的申請，應通知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蹟辦。

審計署發現，在2009年3月至2013年2月期間，有23幢
已被確認及有待確認評級的建築物已被拆卸。更值得關
注的是，當中有5幢位於新界及1幢新轉介至古諮會評級

的建築物，在未獲得屋宇署同意或地政總署發出豁免證
明書前遭拆卸，而署方並無進行執法行動。

根據《建築物條例》，任何人士在未取得屋宇署批准或
同意而對建築物進行拆卸或改動，可被檢控；而根據

《建築物條例 (新界適用) 條例》，業主須取得地政總署發
出的豁免證明書後，方可進行拆卸或改動工程，否則均
屬違法。

屋署稱不涉安全不執法

屋宇署及地政總署均指事後才知悉歷史建築物被拆
卸，又拒絕透露被拆卸的6幢建築物之地點及業主等詳細
資料。屋宇署表示，由於沒有足夠證據指明是誰涉及相
關的拆卸工程，故終止調查該幢新轉介至古諮會評級的
建築物被拆卸的個案。其餘5個個案，則因不涉及安全問
題，故不會採取進一步的執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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