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油尖
旺區議會京士柏選區，因年前「種
票疑雲」而需要補選，提名期於昨
日正式結束。選舉主任共接獲4份提
名表格，獲提名人士包括獨立的鄧
浩斌及陳文、自由黨符傳富及民協
林健文，經選舉主任審核及確認獲

提名人士資格後，獲有效提名的候
選人名單將於憲報刊登，如選區內
有超過1名候選人獲有效提名，須於
下月27日(星期日)進行投票，當選者
將填補油尖旺區議會的民選議員議
席空缺。

選舉管理委員會將於本月25日(星

期三)晚上6時30分，在九龍旺角聯

運街30號旺角政府合署4樓油尖旺區

議會會議室為候選人及其代理人舉

辦簡介會，並由選舉管理委員會主

席馮驊法官主持，介紹選舉活動指

引的內容。廉政公署的代表亦將於

會上講解《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選舉主任及選舉事務處、香港

郵政及律政司代表亦會出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教
育工作者聯會(教聯會)理事會今年12月
換屆在即。據了解，過去擔任會長長達
20多年的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楊耀忠，
主動提出「退下火線」，很大可能會榮
升做名譽會長，身體力行協助教聯會做
好交班接棒工作。教聯會過去營辦大埔
國民教育中心多年，並於今年6月底正
式約滿，教育局早前宣布今年11月發出
招標文件，最快明年首季批出合約，教
聯會亦決定不會參與招標，改為在教聯
會會址繼續營辦，有需要則考慮租用學
校禮堂及其他場地。
教聯會自1975年至今成立37載，一直

堅持「愛國愛港」立場，以「為教師，
為教育」精神服務同工。回望過去一屆
理事會發展，既成功喬遷新辦公地方，
更先後取得多項突破性發展，特別是早
前成功舉辦了儼如小型超市的「開學特
賣日」，除以最抵的優惠價格提供開學
文具、家電產品和精美食品，更提供免
費健康檢查服務，包括脊椎檢查、電磁
波手診、體重管理諮詢等，提醒教師關
注健康，贏盡會員口碑。

擬推「聯合政改方案」
教聯會目前擁有萬多名會員人數，放

眼未來，教聯會將積極擴展會員人數，
並會就社會議題積極發聲，當中考慮到
未來5年是香港政制發展關鍵時期，教

聯會計劃在適當時間或推出「聯合政改方案」。
此外，為加強對教師推行國民教育支援，教聯會
過去營辦大埔國民教育中心多年，合約至今年6
月底屆滿，並需於本月底前遷出。據悉，教聯會
決定不會參與招標，並改為於教聯會會址繼續營
辦，教協則表明初步有意入標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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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改按《基本法》人大《決定》穩步推進 毋須外國「支援」

新社聯抗議英國干預港政改

30代表昨赴英駐港總領館

針對英美兩國近日不斷就本港政制問題妄
加評論，約30名新社聯代表包括新社聯理事
張國慧、李世榮，及社區幹事呂迪明等，昨
日專程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不滿施維
爾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事務，並對施維
爾公開揚言「英國隨時為香港政制發展準備
提供任何支持」感到憂慮。

令普選變得更複雜困難

新社聯直言，香港政制發展屬國家及香港

特區事務，自香港回歸以來，《基本法》充
分保障了香港公民各項基本權利自由，香港
政制發展亦正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穩步推進，中央政府及香
港特區政府絕對有能力按《基本法》自行處
理，實毋須外國提供所謂「支援」。又質疑
外國勢力本 其國家利益而干預香港政改，
只會令香港普選變得更為複雜困難。
新社聯又說，根據國際法互不干涉內政原

則，任何國家均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
地對別國進行干涉，更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
他國內政及外交事務，亦不得以任何手段強
迫他國接受別國意志、社會政治制度及意識
形態，為此，新社聯嚴正促請外國勢力立即
停止對香港內部事務進行任何形式的干涉。

陳勇質疑外國勢力動機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陳勇指出，任何主權國家法律上均不容許他
國的無理干預，再者香港已經回歸中國16
年，中央政府亦會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框架推進香港政制發展，
質疑外國勢力突然高調干預的動機，「正所

謂『一家人閂埋門傾家事』，家人定會以家
庭為重，捍衛共同利益；相反外人卻會維護
其國家利益，即使並非動機不良，動機亦是
令人懷疑，擔心令香港政制橫生枝節」。
他坦言，施維爾的高調干預激發社區強烈

不滿，「社區有個說法，我亦深感認同。若
果在港投資就可以指點香港發展，那中國是
美國最大債權國，是否等同可以干預美國總
統選舉等內政事務？事實上，外國擁有最嚴
謹的國家安全條例，不容他國干預其內政事
務，希望他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張國慧：街坊投訴英指手畫腳

張國慧認為，香港已經回歸祖國16年，不
再屬於殖民地統治，任何國家亦無權以任何
理由直接或間接對別國進行干涉，再者中央
政府已經清楚表明反對外國勢力干預的嚴正
立場，「政制改革是香港發展的重要關鍵，
並必須由香港公民共同參與。好多街坊強烈
投訴英國對香港指手畫腳，認為外國勢力既
不代表香港民意，更從無人要求外國協助及
參與。每事都受到外國勢力的干預，那香港
肯定好難管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英國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日

前在報章撰文，聲稱英國隨時準備為

香港政制發展提供任何支持，其高調

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激發香港社會

強烈反彈，外交部及香港特區政府亦

先後清楚闡明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

的立場。新界社團聯會昨日到英國駐

港總領事館抗議，強調香港回歸16

年來，《基本法》充分保障了香港

公民各項基本權利及自由，香港政

制發展亦正按照《基本法》和全國

人 大 常 委 會 有 關 《 決 定 》 穩 步 推

進，毋須外國所謂「支援」，並對施

維爾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及普選事務

表達嚴正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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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日在印尼峇里出席亞太區經
濟合作組織(亞太經合組織)財長非正式會
議，介紹香港為提升金融體系的抗震能
力所推行的政策措施。曾俊華指出，香
港推出需求管理措施，防範樓市亢奮和
降低對金融穩定可能構成的風險，過去
金管局亦推出多輪監管措施，加強銀行
按揭貸款業務的風險管理。在非正式會
議前後，曾俊華亦先後與各國財經要員
會面，包括與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拉戈
會晤，討論當前美國與香港的經濟基
調，雙方同意加強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
作。

亞太經合會議析港抗震措施

曾俊華日前啟程到印尼峇里，出席亞
太經合組織財長非正式會議。昨日他先
與新西蘭國防部部長兼財政部副部長科
爾曼會面，雙方就全球經濟最新的情況
交換意見，並期望進一步加強兩地在貿
易和投資上的聯繫。隨後，曾俊華與美
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瑪麗莎．拉戈會面，
兩人談及當前美國和香港的經濟基調，
雙方同意加強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
並與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會面。
同日，曾俊華亦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財

長非正式會議，闡述香港為提升金融體
系抗震能力推行的政策措施，「過去兩
年，香港推出需求管理措施，防範樓市
亢奮和降低對金融穩定可能構成的風
險。香港金融管理局亦推出多輪反周期
審慎監管措施，加強銀行按揭貸款業務
的風險管理」。傍晚時分，曾俊華再與加
拿大國務部長(財政)索倫森會面，並出席
印尼財政部部長查迪夫．巴斯里主持的
歡迎晚宴。
曾俊華今日將出席亞太經合組織財長

會議，並於明日結束行程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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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副局政助
下周赴京鄂研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特區政府16名副局
長及政治助理將於下星期二(9月24日)啟程前往北京及湖
北省，分別參加研修課程，並進行為期5日的訪問考
察，旨在讓團員加深了解國家的最新情況，及加強團員
與內地官員之間的聯繫。是次研修及訪問行程至本月28
日結束。
據了解，是次考察團由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擔

任團長。訪問團抵京後，行程首日將拜訪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亦會隨訪問團
出發拜訪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但於翌日中午時分返
抵香港，其間局長職位由留港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
長劉江華署任。
5日訪問考察中，訪問團亦會在國家行政學院研習，

隨後前往湖北省，了解該省社會經濟最新發展情況及與
官員交流。

京士柏補選接4提名表格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鄭治

祖)「佔領中
環」繼續與
「學聯」聯手
在大學校園宣
傳「佔中」，
將違法抗爭行
動包裝成「以
法 達 義 」、

「公民抗命」。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
鼎批評「佔中」會影響經濟及社會
日常運作，提醒「佔中」發起人陳
健民「天平有兩面」，應該兼顧中央
政府及港人兩方面意願，不應「叫
價」過高。陳健民回應時直認「佔
中」對巿民造成不便，更會造成經
濟損失，並稱會盡力維持「佔中」
運動和平進行，將違反和平承諾的
參加者踢出局，以確保「佔中」參
加者個個和平云云。

周浩鼎：「公提」「叫價」過高

陳健民、周浩鼎、公民黨立法會
議員陳家洛在浸大學生會「佔中」
論壇交鋒。周浩鼎強調為人做事必須
衡量得失，顧及實際情況，在香港政
制發展的問題上，需要平衡對社會日
常運作、經濟商業的影響，兼顧中央
政府和港人的意願，提醒反對派及
「佔中」發起人：「天平有兩面，一
定要兼顧晒兩面，淨係睇死一面唔睇
另一面，最終結果會對香港有害。」
他又指，《基本法》及全國人大有關
決定已經否定了「公民提名」，批評
反對派緊抱「公民提名」方案不放是
「叫價」過高，最終會連累政改談判
拉倒。他又質疑「佔中」搞手無力維
持活動秩序，最終會釀成衝突甚至流
血悲劇。
陳健民繼續危言聳聽稱香港面臨

政治懸崖，不推行「真普選」香港
會變得難以管治，青年會採取激進
手段爭取民主云云。他直認不諱
「佔中」會造成經濟損失，令巿民不
便，但程度只是「好像打了一日

風」，又離奇地將經濟損失扯至教育
經費問題上，「如果我們整個社會
是非不分，指鹿為馬，不是普選又
說成是普選，每年幾百億的教育開
支損失又怎樣計算呢？」他更言之
鑿鑿，指「佔中」有5招維持運動和
平進行，最後一招是與違反和平原
則的參加者切割，不再承認該人是
「佔中」參加者。

田北辰：巿民最想解決住屋
另方面，拔萃男書院邀請新民黨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及另一「佔中發
起人」戴耀廷兩名舊生回校，向師
弟們主講「宗教與政治」，二人分享
時均提及「佔中」。田北辰表示，巿
民最希望解決住屋等民生問題，覺
得為了普選特首而影響到經濟是本
末倒置，違背大部分巿民的意願，
但戴耀廷說選舉公平和經濟資源分
配不能簡單區分開來，聲稱選舉制
度不公平，經濟的資源分配都會不
公平，力撐「佔中」有理：「當用
盡了所有現行方法還是不行的時
候，這個時候可以採取一些有限
度、非暴力的行動。」

陳建民亦認「佔中」釀經濟損失

政策研究所：「公提」非必要制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副主任黃蘭發先後指反對派倡議「公
民提名」漠視了《基本法》明文規定，在
《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
以外另搞一套，但反對派依然緊抱「公民提
名」不放。香港政策研究所發表關於「公民
提名」的研究報告，指出「公民提名」在國
際上只是補充機制，有些更不設「公民提名」
制度。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名譽行政總裁
馮可強表示，社會上對「公民提名」的討論
有誤解：「在現代民主理論及實踐中看到，
『公民提名』不佔主要位置，不是民主普選
的基礎。如果將它說成不能夠沒有、『冇
唔得』、非此不可的話，是與事實不符的。」

屬補充機制 經費成阻礙

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
織(OECD)成員國、經濟學人智庫發表的民主
指數報告中，民主指數比香港高的國家，及
台灣地區首長選舉的「公民提名」制度實行
情況，發現他們的「公民提名」只是補充機
制，並非主要、唯一的制度，法國、墨西
哥、哥斯達黎加、烏拉圭更加不設「公民提
名」，顯示公民提名並不是一個必要的制
度。
研究亦指，「公民提名」所須經費亦是對

「公民提名」候選人的一大阻礙。梁家傑、
何俊仁代表反對派參加2007年、2012年選舉
時，選舉開支為400萬、129萬元，按2012年
台灣新民黨宋楚瑜參選「總統」選舉的經
驗，平均一份連署需要5港元至8港元，估計
2017年特首選舉參選人要花30萬至56萬元以
取得2%登記選民，即約7萬名選民提名。報
告還指，在研究涵蓋的地區中，都未有經

「公民提名」候選人當選的例子，而且普遍
得票偏低，2007年、2012年韓國總統選舉，
更有4張經「公民提名」的候選名單得票少
於百分之一，被沒收保證金，得票最低的一
張名單得票率僅0.044%。

料收集「公提」複雜費力

報告更關注到，按現時香港選舉法例規
定，提名人需要提交中、英文姓名、身份證
號碼並且親身簽署，並公開讓公眾查閱資
料，直至選舉結果公布。馮可強認為，香港
特首選舉的政治環境是二元對立，選民抗拒
公開具名支持某一個政治陣營，「公民提名」
等於「投名狀」，預料收集「公民提名」工
作非常複雜、花費很大氣力。
馮可強總結報告時重申，很多外國例子顯

示「公民提名」只是一個補充機制而非主
要、唯一的提名方法，他看不到「公民提名」
的必要性，又認為香港要慎重研究引入「公
民提名」，「在現代民主理論及實踐中看
到，『公民提名』不佔主要位置，不是民主
普選的基礎。如果是(民主普選的基礎)的
話，應該很多國家用來做主體才對。如果將
它說成不能夠沒有、『冇 唔得』、非此不
可的話，是與事實不符的。」
馮可強還說，經「公民提名」參選並當選

的行政長官，施政時缺乏立法會政黨支持，
難以管治香港：「一個人沒有政黨支持，就
算選了他出來，又如何管治呢？」他認為，
特首普選必須按《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有關《決定》落實，社會應該討論有甚麼
方法使提委會更加具廣泛代表性，凝聚共
識，促成普選，而非提出不可能的方法令事
情更加複雜，令普選更難實現。

實行總統制國家「公提」情況
■美　國：設有公民提名，候選人可由主要政黨提名，獨立或少數政黨候

選人也可以在一州拿到若干選民提名參與該州總統競選，提名

門檻按州而定，一般是0.5%至1%選民提名。

■墨西哥：不設公民提名，總統候選人只可由主要政黨提名。

■智　利：總統候選人可由主要政黨或獨立選民提名，選民提名數目不少

於0.5%國會選舉投票人數。

■烏拉圭：不設公民提名，總統候選人必須由已登記政黨提名。

■哥斯達黎加：不設公民提名，總統候選人必須由已登記政黨提名。

■法　國：不設公民提名，總統候選人須得到500名民選公職人員或巿長

簽名提名。

■韓　國：總統候選人由政黨提名外，獨立候選人須獲3,500名至6,000名

選民提名，包含首爾特別巿、6個直轄巿及9個道在內，每一個

單位應有最少700名的推薦人。

資料來源：香港政策研究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曾俊華(右)與美國財政部助理部長瑪麗莎．拉戈

(左)會面，討論當前美國和香港的經濟基調。

■香港政策

研究所報告

指出，「公

民提名」在

國際上只是

補充機制，

而非主要、

唯一的提名

方法。

鄭治祖 攝

■新社聯昨日到英國駐港總領事館，抗議施維爾干預香港政制發展和普選事務。

■周浩鼎。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