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愛詩昨日在一個公開場合中表示，她同意李國能所
指，法律解釋權是憲制一部分，而中央與特區亦有

共識，法律解釋權在非不得已下不會行使，這也是政府
過去多次表達的立場。

因港立法機關無權改《基本法》

對於李國能指終審法院有判決後人大不應作法律解
釋，否則影響司法獨立，梁愛詩則指有關說法只屬李國
能個人意見，「觀感多於實際」，她對李的說法有保留。
她指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三款已說明，人
大常委會作出的法律解釋，不會影響過去的案件，但往

後其他案件作出判決時，便須根據人大常委會的法律解
釋。
她續說，法庭判決如有錯誤，不同的制度便有不同的

解決方法，在三權分立下，如法院的判決，行政機關和
立法機關都認為不可接受，那麼立法機關可修改法律。
然而，在香港特區的制度裡，本港的立法機關無權修改
《基本法》，人大常委會卻有權去澄清法律；如果人大常委
會認為本港法院所作的決定，不符合《基本法》立法原
意，那麼人大常委會可用法律解釋權去更正。

司法獨立穩固法治健全

不過，梁愛詩亦同意，1999年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法律解
釋，是在特區建立初期，當時各界就人大釋法都在摸索
中。後來人大常委會亦考慮到，在特區成立初期，若法
律解釋權時常使用，會影響終審法院的信譽，故此在2001
年莊豐源案中，終審法院的解釋和人大常委會的理解有
不同，人大常委會也沒有再作法律解釋。這過程亦表達
了「一國兩制」是一步一腳印建立起來，逐步落實。她
指雖然建立期間有不同意見，但今日本港的司法獨立仍
然十分穩固，法治亦很健全，沒有受到法律解釋的影
響。

重申證據不足不控胡仙
另一方面，對於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日前向傳媒透

露，當年有充分證據檢控星島新聞集團前主席胡仙，但
時為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卻決定不檢控。梁愛詩昨日指
出，政府的檢控政策是除非對疑被檢控人士有足夠證
據，和有合理被定罪的機會，否則便不予檢控，重申當
年案件是由於證據不足，加上考慮到公眾利益，她決定
不作檢控。她說：「當地區法院的法官，聽完所有3,000
份文件、50多名證人後，認為事件未能指證涉及胡仙女
士，證據不足以有合理被定罪的機會。」她強調，她十
多年前已全面交代案件，現時離該案年代久遠，她現在
也沒有相關文件，不再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快將展開政改諮詢，
但有反對派聲言，若政府不多
解釋增發免費電視牌照決定，
屆時會抵制諮詢。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回
應指，立法會及社會已經就免
費電視發牌討論了一段時間，
表達出不同意見，社會的反應
表明市民仍然期望政府就有關
決定多作解釋，冀政府可以處
理好事件，以免影響政改諮詢
工作。他說，整個涉及2016年
及2017年選舉的準備均一環扣
一環，如果有任何原因令部分
人不願意在諮詢期間表達意
見，他感到「非常可惜」，並盼
望政改諮詢能夠順利進行。
「佔領中環」發起人陳健民

日前聲稱，若政府不將發牌事
件解釋清楚就會抵制政改諮
詢。曾鈺成昨日回應時指，立
法會及社會已經就免費電視發
牌討論了一段時間，表達出不
同意見，社會的反應反映市民
仍然期望政府就有關決定多作
解釋，盼望政府可以處理好事
件，不會阻礙政府工作，包括
政改諮詢，「如果有任何原因
令部分人不願意在諮詢期間表
達意見，我覺得很可惜。因為
整個涉及2016年及2017年選舉
準備都是一環扣一環」。

盼各界抓緊機會表意見

他又說，社會已經就政改諮
詢準備就緒，盼望大家抓緊機
會表達意見，讓諮詢活動能夠

有秩序進行，真正收集各方意見，「過去一段
時間，社會各方面已經有充分議論，特別是
2017年選舉安排，大家都已經準備好，盼望諮
詢能夠有充分時間，讓各方均能提出關注的問
題，包括2016年及2017年選舉問題，「社會定
要有共識，由於要成功通過行政長官選舉方
案，要有三分二立法會（議員）支持，明顯地
不公道、不公開、不公平，好難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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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中」搞手陳健民，雖然掛上了
大學教授頭銜，但是他的思維方式和
手段，和黑社會並沒有太大分別。最
近，無 電視對於電視發牌問題，說
了一些和反對派不同的說話，陳健民
立即火冒三丈，叫囂說要在無 電視
的台慶，發動關掉電視機運動，「佔

中」分子更揚言要抵制在台慶節目中播出廣告的廣告
客戶，實行言論獨裁，誰不聽我的話，就要讓他雞毛

鴨血，順我者生，逆我者亡。
《蘋果日報》更推波助瀾，大吹大擂說有百分之四

十六的香港人會在無 的台慶晚上，關掉電視云云。
《蘋果日報》並且採取恐怖手段，在版面上宣揚激進派
將會在旺角安排巴士，接送馬仔到將軍澳電視城上演
「破地獄」法術，並且放有「奠」字的風箏，恐嚇無
電視如果再不聽話，就要送其入地獄。這是極為低劣
粗俗的下三濫流氓手段。
陳健民為關電視的恐嚇行為美化，他說「以往以

為看不看電視只是生活態度，經此一役後，發現原
來透過熄電視，是要去維護生命的尊嚴」。為甚麼自
稱「民主」的人，他們可以這樣野蠻，不許多元化
的香港有不同意見，不許電視台有獨立的分析節
目？他們要反政府，電視台不過說了幾句公道話，
就要受到這樣的對待？香港的政改問題，不同的階
層，不同的市民，都會有不同的意見，關鍵就是要
在符合法制的前提下，求取共識，要採取包容的態
度。「佔中」擺出一個爛仔姿態，一不遵守《基本
法》，二不遵守法例，三要令香港經濟崩潰。他們要
達到個人的政治目標，就把700萬人都綁架了，成為
了他們勒索的人質。
「佔中」搞手所說的「和平與愛」，原來就是表現

在他們對於無 電視廣告客戶的威嚇上，表現在他
們惡毒的「破地獄」影射和威脅上。反正發牌事件
和「佔中」都是他們搞出來的，任何新聞傳媒，任
何電視台，都要跟 他們的臉色行事，否則，就演
出一幕「破地獄」，讓你們知道「死」字是怎樣寫
的。「佔中」搞手陳健民還跑到了韓國取經，學習
擲燃燒彈，讓香港的中環也要面對火光熊熊的爆炸
場面，讓香港人也要明白他們的霹靂手段。如果電
視台也受到了恐嚇，乖乖聽話，將來他們要搞「佔
中」的時候，香港的傳媒就要一片靜寂，讓他們為
所欲為。控制傳媒，是他們現在要爭奪的戰略高
地。

徐 庶「佔中」搞手狙擊無圖什麼？

原港澳辦主任魯平先生11月17日賜文給筆者，文章題

為《對基本法與憲法的關係的幾點參考意見》，細閱後

如茅塞頓開，受益匪淺，認為對香港普選討論有很大的

參考價值。

不能破壞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

魯平先生在文章中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不

是一部獨立的法律，是根據憲法第31條制定的法律，是

憲法衍生的法律。憲法是母法，基本法是子法，是中央

對特別行政區的授權法。子法從屬於母法，執行基本法

就是執行憲法的有關規定。」魯平先生強調：「憲法第

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

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

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

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因此凡是中國公民都有義

務保障國家的這個基本體制，包括居住在香港的中國公

民。你可以不同意某條法律，但你必須遵守這條法律。

根據憲法的規定，你可以不贊成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

但你不能破壞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你必須尊重13億人

民選擇的社會主義制度。凡是香港居民中的中國公民都

必須遵守憲法這條最基本的規定。」

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郝鐵川先生不久前在《明報》發表

《論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歸納學界主流的看

法是：中國憲法總體上適用於香港，否則就不合乎「憲

法是一國主權之表述」這一國際社會通識；郝鐵川先生

強調，中國憲法有關社會主義制度方面的憲法規範雖然

不適用於香港，但按照基本法的要求，香港居民擁有在

行動上不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政權的義務。郝鐵川

先生的觀點，與魯平先生是接近的，而魯平先生強調居

住在香港的中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第一條規定，有如黃

鐘大呂、暮鼓晨鐘，擲地有聲地說明了香港普選要確保

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不能當行

政長官。

中央底線的憲制依據來自憲法第一條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今年3月代表中

央明確提出，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是

中央的底線，這條底線不僅是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的整體

利益，而且也是為了維護港人根本福祉。筆者認為，這

條底線的憲制依據，其實就來自中國憲法第一條，也體

現在基本法序言和多項有關條文中。魯平先生指出：

「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既要對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

的執行機關的中央人民政府負責，他必須效忠於社會主

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保障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行。在對待全國性的問題上，他必須遵照憲法的規

定。在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問題時，同樣的，也必須

執行憲法的有關規定。」認識基本法和憲法的關係，就

可以清楚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

不能當行政長官，是憲法和基本法的必然要求，是國家

和香港的利益所在。

行政長官人選更不得對抗憲法

香港討論普選，認識基本法和憲法的關係十分重要。

不僅每一個香港居民要遵守憲法，行政長官人選更不得

對抗憲法。香港反對派中的一些人與西方國家的反對黨

不同，後者能遵守一個遊戲規則，就是尊重國家憲制，

而前者無視國家憲制，挑戰國家憲制。香港反對派中的

一些人叫囂說要「結束一黨專政」，要破壞和推翻國家

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挑戰國家憲制。如果普選產生的

行政長官是這樣與中央對抗的人，怎麼對中央政府負

責，基本法的規定怎麼落實？從這個角度講，行政長官

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是一個關係到「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能否順利實施的重大問題，講得重些，是一個

關係「一國兩制」成敗的重大問題。

香港居民也有遵守和維護憲法的義務

不但內地人民要遵守和維護憲法，香港居民也有遵守

和維護憲法的義務。被西方法學界奉為權威的法學教科

書──《奧本海國際法》認為：「主權是最高權威，即

一個獨立於世界上任何其他權威之外的權威。因此，依

照最嚴格和最狹隘的意義，主權含有全面獨立的意思，

無論在國土以內或國土以外都是獨立的。」那種認為由

於港澳地區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與內地不同而否認憲法

在香港和澳門兩個特

別行政區的適用性的

看法，顯然是錯誤

的。因為這種看法從

法律上是否認憲法在

國家主權領土範圍內的最高的法律效力，有損於憲法的

崇高地位和至上權威。

習總書記表達堅決貫徹實施憲法決心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

近平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30周年大會上發

表重要講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30年來，我國憲法以

其至上的法制地位和強大的法制力量，有力保障了人民

當家作主，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有力推動了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進程，有力促進了人

權事業發展，有力維護了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

定，對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產生了極為深

刻的影響。這段論述實際上是習總書記代表執政黨對憲

法和法治的宣示，表達對憲法的最高尊重、遵守和堅決

貫徹實施憲法的決心和信心。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曾經說過，依法治港是中國依

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治港中的「法」，首先是

憲法和基本法。特區公務人員只宣誓效忠基本法，而未

提到憲法，我個人覺得這是當年制度設計時的一個失

誤。憲法中社會主義制度條文誠然不實施於香港，但港

人、尤其是特區公務人員卻負有不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

義務，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香港不能成為推翻中央

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基地。因此香港社會今後應該樹立

尊重憲法的社會風尚。

香港普選必須符合香港的法律地位，對此要正確認識基本法和憲法的關係。憲法是母法，基

本法是子法，子法從屬於母法，執行基本法就是執行憲法的有關規定。不但內地人民要遵守和

維護憲法，香港居民也有遵守和維護憲法的義務。尤其是憲法關於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

完整的條文，更明顯地適用於特別行政區。因此，香港普選首先要確保與中央對抗、企圖改變

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人不能當行政長官。

討論香港普選要正確認識基本法和憲法的關係
蒯轍元

■蒯轍元

倡兩選票齊投
政制局冀堵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政府就選舉法例提出9項技術性修

訂，包括要求選民在投票日將獲發的所有選票「一次過」投入票

箱。反對派質疑有關修訂意味年底展開的政改諮詢不包括取消功

能界別，又質疑有關做法是偷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劉江

華在回應時否認偷步，指有關修訂是要堵塞目前的漏洞，並強調

政改諮詢會包括2016年立法會，及2017年特首選舉的各個元素。

目前，選舉法例並無規定選民在獲發地方選區及傳統或區議會

功能界別選票要「一次過」投下2張選票，可能會出現有選民上

午先投地區直選，晚上再到票站投功能界別的情況。為令選舉運

作暢順，特區政府建議修訂有關法例，要求有關選民必須一次過

投下所有選票。

白鴿施政報告建議「普選大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繼早前約見不同黨

派，行政長官梁振英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與
民主黨多名立法會議員會面，聽取他們對施政報告
及財政預算案的意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議員單
仲偕及胡志偉等於會面後簡介該黨的多項建議。雖
然民主黨的建議書內列出各項施政建議，更提出立
法關顧市民如廁需要，但建議書封面卻恍如一封請
願信，劈頭一句「落實普選　跨越管治懸崖」以吸
引眼球，但內頁的政制建議則新意欠奉。

認須符基本法 無具體建議

民主黨一如以往老調重彈，在建議書封面虛張聲
勢要求「落實普選　跨越管治懸崖」，對政制的建議

卻未有新意，但亦贊同行政長官普選方案需要符合
《基本法》，又稱特區政府落實普選應尊重港人意
願，同時候選人提名不應有無理限制。不過，該黨
建議並沒有提出具體方案，但就建議可修訂《行政長
官選舉條例》，建議容許行政長官可具有政黨成員身
份。
民主黨又提出2020年普選立法會，一半議席按分

區單議席單票制產生，另一半則可考慮以比例代表制
產生。
民主黨又稱，提出了多項立法建議，除上述修改

行政長官條例外，更包括修訂《香港鐵路條例》，規
定港鐵站必需設有洗手間，及修訂建築物規例，男
廁格與女廁格比例提升。

反
對
派
借
發
牌
阻
政
改

曾
鈺
成
嘆
可
惜

判決倘違立法原意
：
梁
愛
詩 人大常委會有權更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

能日前指人大常委會不應在本港法院有裁決後釋法，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認為，《基本法》

已說明人大常委會有權澄清《基本法》，如人大常委會認為

本港法院的判決不符《基本法》立法原意，人大常委會有

權力更正。她強調本港沒有因為過去釋法而影響司法獨

立，人大常委會考慮到確保本港法院的聲譽，也沒有經常

解釋法律，體現了建立「一國兩制」是一步一個腳印。

■曾鈺成 彭子文 攝

■ 梁 愛 詩

指，如人大

常委會認為

本港法院的

決 定 不 符

《 基 本 法 》

立法原意，

該會有權力

更正。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