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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聲稱「公民提名」不應被視為繞過提名委員

會，又指「公民提名」方案符合「國際標準」。但

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規定的2017年特首普選，

根本沒有「公民提名」的環節。所謂「公民提名」是

試圖剝奪提委會的權力，違反了《基本法》及人大決

定的規定。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今年

3月與部分立法會議員座談時說過，「提名是由提名

委員會負責，而非個人提名，即是要經過一個『民主

程序』提名」，「民主程序」即少數服從多數，即是

應該先由提名委員會提名，最少有一半人支持先可以

參選。

普選根本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

反對派指「公民提名」方案符合「國際標準」，是完

全站不住腳的。從世界各國的情況看，在民主發展上，

在普選模式上，在具體選舉安排上，並不存在一個標準

模式，根本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各國的發展道路

及其具體做法，是其國家各種社會歷史條件、各種社會

利益競逐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1994年的聯合國《人權

與選舉：選舉的法律、技術和人權手冊》所指出：「聯

合國有關選舉的人權標準性質甚為廣泛，因此可透過多

種政治制度而達致。聯合國在選舉方面提供協助，並非

旨在將任何一種已有的政治模式強加於任何地方。相

反，這是基於我們認同沒有一套政治制度或選舉辦法適

合所有人和所有國家⋯⋯就個別的司法管轄區而言，它

們本身最佳的制度，最終都要在符合國際標準的框架

內，因應人民的特別需要、訴求及歷史現實而制定出

來。」

普選並非萬能 切勿照搬西方模式

有人認為，現在香港所有的問題都是《基本法》所

造成的，是小圈子選舉所造成的，推行了一人一票普

選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是，於二戰後大力輸出普選的

美國，它本身也不是通過普選建國的，它是於獨立之

後近二百年才逐步把選舉權全部開放。美國建國初期

曾出現重大矛盾，是通過內戰來解決的。號稱「民主

之母」的英國，大倫敦議會的議席要到2000年才全部

普選產生。

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認為，「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

決策者是民主的實質」，「民主化過程的關鍵點就是用

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通過這種方法產生的

政府」，這是西方國家對民主及民主化問題的主要觀

點。這一觀點帶有極大的片面性，把本應該是內容豐

富、文化深厚、操作精緻的民主簡化成一人一票制的

「程序民主」，而忽略了民主應有的實質內容，連經濟發

展、教育水平、法治程度、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所必

備的社會基礎都可有可無，只有「程序民主」才代表真

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劣質民主層出不

窮。在西方「民主化」思潮的影響下，許多亞非拉國家

紛紛仿效西方的普選模式。但不顧國情的照搬不但沒有

給這些國家帶來穩定與繁榮，反而導致經濟衰退甚至混

亂與衝突。

亞非拉「民主悲劇」的啟示

亞洲的菲律賓一度被視為「東方民主櫥窗」，菲律賓

獨立後實行總統、兩院國會和法院三權分立的政府體制

以及兩黨制的政黨制度，這些制度皆為美國模式的翻

版。20世紀50年代，菲律賓發展迅猛，成為東南亞地區

的領頭羊，在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也處於領先地

位。但菲律賓獨立後實行美式民主後，差不多集中了發

展中國家的所有病症：人口暴漲、貪污腐敗氾濫、司法

不公、貧富懸殊、國家負債達到極限、銀行業癱瘓、投

資退縮，經濟長期紊亂。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眾多拉美國家實現了「民主

化」，但結果是80年代拉美經濟停滯，被稱為「失去的

十年」，90年代拉美又失去了十年。 現在拉美貧困人口

比例高達40％，是世界上貧富分化、社會問題最嚴重的

地區之一。　

自從北非以及中東部分國家爆發所謂的民主運動以

來，悲劇不斷發生。

最新的例子是埃及今

日的悲劇，敘利亞從

普選到軍隊用武力奪

取政權、逮捕民選總

統，再到今天的流血悲劇，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裡的急劇

變化，使得「普選萬能論」顯得荒謬不堪。

西方危機的深層根源

西方是現代民主制度的誕生地，但到今天，以2007年

以來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主權債務危機

為標誌，西方已經全面陷入困境。西方危機的深層根源

就在於它實行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在西方一人一票

模式下，民眾可以通過選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並非理

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訴求。今天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

債台高築、寅吃卯糧、高福利難以為繼，但卻無法改

革、民眾日益懶惰貪圖享樂、競爭力下降、經濟增長乏

力，其根源就在於此。

事實一再表明，西方的普選制度，是造成其危機的深

層根源，更不能隨意安裝到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中。不論

在基本政治制度還是在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照抄外國都

會付出慘痛的代價。香港實現普選，必須兼顧社會各階

層的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保持原政治

體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又要循序漸進地逐步發展適合

香港情況的民主制度。香港特首普選，也必須按照香港

的實際情況，嚴格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來設計普選方案。

反對派提出違反《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所謂「公民提名」方案，更聲言「公民提名」符合

「國際標準」云云。但是，在普選模式上根本沒有所謂的「國際標準」。根據《基本法》及人大

決定，2017年特首候選人須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通過民主程序作出「機構提

名」，反對派提出的所謂「公民提名」建議，違反了《基本法》及人大決定。

所謂「公民提名」是「國際標準」站不住腳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資深時事評論員

■楊志強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會見美國駐

港總領事夏千福時，向對方強調政制

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

和官員不應干涉，一班反對派政客忙

不迭為這位新任「花園道老闆」百般

辯護，工黨主席李卓人更批評宋哲的

說法是要「震懾新人」，向夏千福施

下馬威，並指任何國家都有責任，就其

他國家有否跟隨《國際人權公約》給予

意見，夏千福的做法完全正常云云。李

卓人身為香港立法會議員，卻公然站在

美國總領事一邊，為美國干預港事鳴鑼

開道，暴露其收美錢財，替美說話的黑

金網絡，受到社會輿論猛烈抨擊。

然而，他昨日卻借《蘋果日報》反擊

批評，並且極具挑釁性的在facebook留

言指，「現正身在香港機場，等緊去美

國參加美國總工會 周年大會。無錯，

又係勾結外國勢力呀」，他並指今次中

國總工會都會去「勾結」，「睇文大商

又點批我」。李卓人的無賴言論正正表

現了何謂「死豬不怕滾水燙，無恥不怕

輿論批」。他說中國總工會都有參加美

國總工會的周年大會，意思是如果批評

我李卓人勾結外國，那麼中國總工會都

是勾結外國。不過，李卓人的說法是偷

換概念，出席周年大會的不代表就有收

美國錢，為美國辦事。中國總工會出席

是正常的工會交流，與李卓人定期匯報

工作，聽從指令，甘當打手豈可混為一

談？

本港的反對派政黨和團體定期收取外

國勢力的政治捐款，早已是政壇半公開

秘密，早前被揭露的黎智英政治捐款

單，不過是反對派其中一個收入來源。

綜合而言，外國勢力的「金援」主要有

兩個渠道，一是直接通過基金會專款的

方式給錢，例如以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ED)、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等將資

源發放，但由於申請手續繁複，經過反

對派多次反映，現時許多政治捐款已經

通過不同公司的名義，尤以跨國公關公

司出面資助反對派。二是以「專款專用」

方式，要求有關團體在收錢後進行某些

指定任務，近期「港獨」組織愈趨高

調，更有能力開辦地區辦事處，發動大

型政治行動，很大可能就是收取了外國

勢力的「專款專用」而辦事。

李卓人的職工盟正正是接受外國勢力

「金援」的大戶，自1996年起每年單是

從美國國際勞工團結中心，已經獲得撥

款五萬至八萬美元，在2004年，時任職

工盟總幹事的鄧燕娥更承認，該年獲得

美國機構資助80萬港元。而在早前葵涌

碼頭工潮中，李卓人更向國際運輸工人

聯盟(ITF)以及其他國家工會要求援助，令其「罷工

基金」短短時間已經「籌」得幾百萬元，讓職工盟

發動曠日持久罷工戰。李卓人不但每年得到外國勢

力「金援」，其家人更蒙受其利，妻子及親屬「霸

佔」職工盟高位多年，享受高薪厚職，令職工盟猶

如「李家王朝」，多年來受人錢財，自然要為老闆

出力。他出任「支聯會」主席，據稱也是外國勢力

指示。因此，不難明白何以每次美國駐港總領事受

到批評時，李卓人總是第一時間出來迴護。夏千福

履新後對港事的干預已到了明火執仗地步，自然更

需要李卓人般的「政治代理人」出聲出力，協助外

國勢力插手香港的特首普選。

李卓人在出任立法會議員時，曾宣誓效忠香港特

區，擁護《基本法》，但現在夏千福公然干預「一國

兩制」，介入港事，李卓人不批評之餘，反為其張

目，明顯是違反了當日誓言。究竟他代表的是什麼

人利益？外界已經一清二楚。現在更加大言不慚，

究竟他還有沒有羞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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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預有理」論挨批
反對派繼續死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

治祖)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

千福履新不久，即就香港

未來的特首普選「指指點

點」，在外交部駐港特派

員宋哲嚴詞駁斥後，一直

與美國過從甚密的反對派

就發表了「干預有理」言

論，被社會各界批評是在

引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各被點名批評的反對

派議員，部分雖稱他們也

「反對外國勢力干預」，爭

取民主要靠香港人，但堅

稱外國「講 不算是干

預」，但有部分就繼續死

撐「干預有理」。

何俊仁聯合國唱衰中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稍後會就中國人權狀

況進行5年一度的「定期審議」，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何俊仁以「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主席身份出席了聯合國會議，向逾40名各
國代表陳述中國的狀況，聲稱中國政府未
有依法治國，又稱傳媒無新聞自由，即使
有侵權事件和弱勢群體提出申訴，傳媒也
不能報道引起社會關注，並「促請」各國
要確保中國政府先確認公民權利及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才支持中國政府加入聯合國
人權理事會。

李卓人直認「勾結外國勢力」

工黨主席李卓人任秘書長的職工盟是次
也派代表到聯合國「唱衰」國家。李卓人
在面書中挑釁稱，「見 美領夏千福就比
文大商批鬥 幾日，話我勾結外國勢力。
今天香港唔係清朝閉關自守的時代。我正
在等上機去美國參加美國總工會 周年大
會，又係勾結外國勢力」，「仲有另一宗勾
結外國勢力要自首，十幾個香港團體組成
關注中國人權聯席正在聯合國向各國政

府代表游說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落實國
際人權公約」。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則在《壹週刊》
撰文聲稱《中英聯合聲明》具有國際約束
力，即代表中央「主動將對特區的承諾國
際化」，給予國際社會有權利和義務「監察」
聯合聲明是否在港真正落實，又稱夏千福
「只是盡責」，更批評其他國家只是「向錢
看」，對中央干預特區的所為「視若無睹」，
更點名批評英國於今年7月提交國會的香港
半年報告書，「竟然」形容「一國兩制」在
港運作良好，是「睜開眼講大話」。

梁家傑稱領事「份內事」

與李柱銘同黨的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在接
受查詢時表示，她從沒有支持過「干預有
理」論，認為應由港人決定未來的政制發
展方向，並尋求一個大家都支持的方案，
但在這段期間，「無論是港人、外國人、
學者、官員、市民等都可以交流討論」，
「談不上干預的問題」。

身在外國的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回應稱，
爭取民主要靠自己，他「從來反對有任何
外國勢力干預香港政改事宜」，但外國在港

使節有需要知道香港的實況，估計可能發
展情況，是他們的份內事，並無不妥，這
與干預是「兩回事」。

范國威死撐「關心」無不妥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稱，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很多事情「都會引
起國際關注」，又稱中央政府在簽約《中英
聯合聲明》、制訂《基本法》時也積極尋求
國際社會，加上香港有很多外國投資，也
有不少外國人士來工作，故外國使節關
心、了解香港情況並無不妥，不認為這代
表了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反對派成美重返亞太馬前卒

反對派如此為夏千福「干政」辯護，說
明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
早前提出，特首人選需要愛國愛港、獲中
央信任是非常正確的，也反映了反對派已
經成為美國反華勢力重返亞太的馬前卒，
為美國戰略牽制和長遠影響中國的目的服
務，並說明了反對派和美國試圖把香港問
題國際化，進而為美國等西方國家插手和
干預香港事務提供藉口。

盛品儒辭亞視執董 稱問心無愧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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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2名立法會議員及300名
「市民」，日前在香港及台灣多份
報章刊登「倒梁」廣告，稱特
首梁振英「漠視港人利益、撕
裂社會」，內容引起社會激烈反
彈，反對派內部更因此互相指
責，在廣告刊登前決定退出聯
署的工黨議員張超雄昨日稱，
廣告內容「怪罪 『新移民』」，
做法可能會撕裂社會，「港獨」
核心分子陳雲即在社交網絡
facebook上怒罵不支持聯署的反
對派中人，叫張超雄等「落地
獄」。有市民致電烽煙節目，直
指反對派是次登報聯署令人反
感。
發起聯署的「新民主同盟」議

員范國威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聲稱，聯署廣告的討論並非針對
新來港人士，而是以目前每日單
程證配額來港人數計算，即使新
界東北發展區的單位數量亦只能
滿足3年的單程證配額，希望特
區政府有長遠人口及移民政策，
包括取回內地居民來港的單程證
審批權，並非要歧視任何人，又
不點名批評張超雄等反聯署者是
在「混淆視聽」。

張批怪罪「新移民」搞撕裂

張超雄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
反駁，該廣告主調及字眼，將房
屋、生活空間等問題「怪罪
『新移民』」，內容撕裂社會，並

將新來港人士放在對立面，他不
能接受，遂在聯署刊登前兩天表
示退出。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施麗
珊，「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
王浩賢，及被《蘋果日報》捧為
「民主小女神」的「社運人士」
周澄，也在其面書上表明不同意
廣告內容。
不過，自稱為「本土派」的陳

雲，昨日就在facebook以粗言辱
罵張超雄等為「仆× 家×」，
「張超雄、周澄這些『左膠賣港
賊』，我勸你們到更理性的地方
去——落地獄！地獄為你們這種
陷香港人於地獄狀態的奸賊準備
好了」。周澄其後在面書上回
應，稱對此感到無奈：「想不到
我也下地獄了。無奈，真的無
奈。由始至終我未有出一句惡
言，只道是立場有異，從不否定
他人本意。」

市民：家事不應隔鄰登報

在昨日電台「烽煙」節目上，
不少市民批評反對派是次刊登廣
告「倒梁」的做法。陳小姐批
評，范國威是繼毛孟靜後質素第
二差的議員，並對他們在台灣登
報感到反感，「一家人的事不應
在隔鄰登報」。曹先生亦表示，
對反對派登報的行為感奇怪及反
感，認為不應針對新來港人士，
又質疑他們的目的，「（若他們
稱）無外部勢力參與，也很難令
人相信。」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方楚

茵) 辭去亞視執行董事職位的盛品儒
昨日在一公開活動上指，自己過去3
年多在亞視問心無愧，並鼓勵員工不
要氣餒。
盛品儒昨日說：「3年半以來，我

帶領了800個(亞視)同事，同我們一齊
作戰，孤軍作戰到我走的一刻。我覺
得是沒有後悔的，亦都問心無愧，現
時我已不再是管理層，亦與亞視沒有
甚麼關係，可以說由管理層轉去做
FANS，我繼續睇亞洲電視。我仍然
希望亞洲電視的員工同事不要氣餒，
因為亞洲電視是不斷有艱難中成長，

希望他們越做越好，繼續努力。其他
的事情我不想多講，因為無謂再糾纏
下去，因為我們都是向前看。」

蘇錦樑：100萬罰款未交

另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昨日在另一活動表示，據知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未接獲亞視的上訴，
有關的100萬元罰款也未收到，惟該
筆罰款亦未到期限。他說，通訊事務
管理局已收到雷競斌出任執行董事的
通知，是否適當人選應由通訊局根據
《廣播條例》決定，相信通訊局會適
當處理。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展開在泰國的訪問行程。她與當地的香港人共進

午餐，鼓勵他們為香港與泰國建立更緊密關係作出貢獻。其後，她參觀了

位於當地、全東南亞最大型的私家醫院。傍晚，林太與當地商界領袖會

面，了解泰國發展的最新動向，並向泰國商界推介在香港的投資機遇。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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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