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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國法學會第七
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昨日於北京閉幕。並於同日選
舉產生法學會新屆理事會及領導機構，今屆港區理
事人數獲大幅增補，由上屆5人增加至13人。隨着
三中全會通過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預料《國家安
全法》將會成為法學會未來討論的重要議題。有首
次獲選港區理事成員認為，今屆港區理事人數大幅
增補，反映中央非常重視法治，又不排除日後討論
或涉港政改問題。

王樂泉當選學會會長
中國法學會第七次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前日於人民

大會堂開幕，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等黨和
國家領導人出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
法委副書記王樂泉當選中國法學會會長。昨日，會
議選舉產生法學會新一屆理事會和領導機構，其中

13名香港法律界代表獲選新一屆港區理事。

廖長城馮華健黃英豪等當選
新一屆港區理事包括：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

廖長城；資深大律師馮華健；全國政協委員、執業律
師黃英豪；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
授陳弘毅；商界立法會議員、資深大律師廖長江；全
國政協委員、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周永健；法律改革委
員會秘書長黃繼兒；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院長王貴
國；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代院長林峰；民建聯司法及
法律政策副發言人馬恩國；樹仁大學法商系主任趙文
宗；立法會秘書處法律顧問馬耀添；香港國際仲裁中
心副主席、資深大律師鄭若驊。

馬恩國：反映中央重視法治
中國法學會目前有19萬名會員，經推選產生的理事

有300多名。第六屆理事會原僅得4名港區理事，及後
增補1人，今屆則大幅增補8人，令新一屆港區理事合

共有13人。首次獲選的馬恩國接受本報查詢時說，中
國法學會儼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法律大腦」，過往
好多建議都獲得採納，包括港澳台就「食物安全法」
的建議等，是次港區理事倍增，反映中央非常重視法
治，不單是要以法治國，更要做到依法治國。
他續說，是次獲選的港區理事均屬香港法律界尖

端人才，各有不同的涵蓋面，反映今屆理事會吸納
了很多對香港《基本法》有認識者，同時盼望深化
港澳的法律諮詢。

料《國安法》成未來重要議題
隨着三中全會通過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預料

《國家安全法》將會成為法學會未來討論的重要議
題。馬恩國估計，由於國安委需要法律依據，特別
是國家安全以至司法覆核定義，避免有人藉國家安
全欺壓人民，未來會盡力提出建議。
他又說，身為香港代表，各港區理事均熟悉《基

本法》，或會涉及香港普選的法律環節，即使有人
不滿意或不同意，《基本法》亦有其憲制地位，這
是無可質疑的，事實上，《基本法》受到國際認
可，「我個人認同香港普選定要符合《基本法》，
當中提委會必須遵照《基本法》作提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早前訪港，說明特首普選的
法律框架和原則。中聯辦宣
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昨日出
席一活動後，被問及香港的
普選會否比外國辦得更好時
表示，李飛日前對這問題已
作了非常好的回答，「我想
香港人很聰明、有智慧、辦
事情非常好，相信在大家的
努力下，香港的(普選)事情一
定會辦得更好。」
就有報道指，中央只容許
最多3名候選人參選特首，
郝鐵川說，自己作為中聯辦
人員，不便評論。

中央肯定梁振英表現
被問及長和系主席李嘉誠

日前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強
調香港法治的重要，郝鐵川
直言，自己只從香港媒體看
到有關報道，沒有看過整篇
訪問，而這是香港內部事
務，他不便評論訪問內容和
觀點。不過，他強調，中央
政府對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工
作表現，有過充分的肯定和
評價，「這個大家都知
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早前有報道稱，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將「夥拍」立法會主席曾
鈺成，參與下屆特首選舉，梁錦松昨日在一公
開活動上笑言，自己十多年都沒有評論過政治，
有關報道「有很大的想像力」及「創意」：「你
信不信（有關報道）？反正我就不信了！」

林鄭：法理基礎 普選關鍵
林煥光籲依《法》提建設性意見 戴希立憂反對派「一拍兩散」

阿松談參選「反正我不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長和系主
席李嘉誠日前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強調了
法治的重要，坊間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演繹。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強調，香港是一個
法治之地，這也是香港的優勢，特區政府的
所有工作都有法律依據。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被問及李嘉誠

提出的「法治論」時指出，不適宜解讀李嘉
誠的言論，但強調法治是香港的優勢，特區
政府所做的有工作都有法律依據。「這方面
大家可以放心，因為這個是香港的優勢，所
以我們一定會堅持依法辦事。」

林煥光梁錦松指法治無變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昨日在

另一場合被問及有關問題時說，不會揣測李
嘉誠言論的含意，但強調香港從來都是法治
社會，今昔如是，將來亦期望如是，「這是
700萬市民堅信的制度」。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公開場合表示，不想
猜測李嘉誠的背後動機，但認為任何人站出
來強調要堅持法治都是好事，相信港府及港
人都會同意「香港不能人治」。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指出，他非常贊同他
指法治是重要競爭基石，「李嘉誠先生講得
很好」，而香港回歸後10多年來，香港一直
保持法治及自由市場，希望各方都能維護法
治是香港競爭的基石。

保港法治優勢
林鄭：依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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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足夠時間 讓市民發表意見
林鄭月娥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被問及香港的法治問
題。她強調，月內的政改諮詢「需要有一個很強的法理
基礎來推動這麼重要的工作」，又表明香港將於2017
年首次經1人1票普選特首，故政改諮詢會預留足夠的
時間，讓香港市民發表意見，「在時間上我們是會考慮
得到的」。

袁國強：暫不提出具體方案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成員、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另一
場合被問及有關問題時則指，當局暫時不會在諮詢中提
出具體方案，但非常歡迎不同界別人士，例如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陳弘毅等多提出方案和原則性問題，當局會小
心聆聽後作分析。
林煥光在一研討會後則指，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
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早前訪港時，就政改問題帶
出了明確訊息，其中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特首並非
新的看法，而是中央的一貫立場。他呼籲社會給予耐
性，待政府推出政改諮詢文件後，在《基本法》及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就提名委員會組成
的安排，提出具建設性的意見。

林煥光：開放態度最重要
他直言，現實中很難讓700萬人一齊「開大會」諮
詢，所以參與者都會有「篩選」，但最重要是持份者和
反對派人士，均持客觀和認真的態度參與諮詢，但部分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在參與公共政策制定時有欠文明，

「參與者無論是反對派、建制派，什麼派都好，最重要
是有一種開放的態度，唔好淨係話政府無開放態度，你
自己(反對派)都要有開放態度，都要聽『對家』講咩、
分析政府睇法，最重要是有一種文明態度……唔用文
明參與態度，對建立共識好困難」。
就反對派動輒聲稱「全民參與」，包括「公民提
名」，以至「變相公投」等，林煥光指出，部分民主國
家決策時，會間歇採用「全民投票」的方式，但現實中
的決策並不止「是」與「否」，這種方法有很大的限
制，代價也很高，難以處理複雜問題，且未必得到真正
有意義的結論。

戴希立：任何制度都有合理「篩選」
戴希立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政改不能「一步到

位」，任何制度都應該有合理的「篩選」，反對派不
應因為沒有「公民提名」就拒絕「坐低傾」，否則只
會「一拍兩散」，並質疑不少「食政治飯的人」表面
推動普選，實際上卻希望政改原地踏步，但他仍相信
中央及不少建制派和反對派中人，都希望是次政改能
夠成事。
他續說，從理性層面分析，倘反對派在特首選舉中

勝出，也沒有足夠人才管治好政府，同樣地，「清一
色」由建制派管治也未必是好事。既然社會需要不同人
士的合作，應該由是次政改討論開始做起。儘管無論是
建制派或反對派中，在參與協商討論時都會擔心像當年
民主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一樣「被砌」，但最重要是有
民意的支持，「如果中間聲音支持和諧及作長遠打算，
他們就有方法說出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政府月內將開展政制發展第一階段開放式諮詢，但反對

派各政黨「未傾先鬧」，堅持其違反《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公民提名」方案。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昨日強調，政制發展「必須有一個很強的法理基礎」。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

人林煥光指出，香港社會各界應在《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基礎上，就

提名委員會組成的安排提出建設性意見。全國政協委員戴希立則批評，反對派不應因為沒有

「公民提名」就拒絕「坐低傾」，香港社會將因此而撕裂，而各持己見只會令社會持續內

耗，「一拍兩散」，令香港「萬劫不復」。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鄭治祖)特區政府將於月內開展的政改首
階段諮詢，《有線新聞》昨日引述消息稱，除通過傳統的書面
及電郵收集意見外，當局亦會在社交網站開設專頁，料收集到
的意見書將多達十萬份，但網民在專頁的「讚好」或留言，不
會計作一份意見。

「讚好」或留言不計作一份意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早前公開表明，所有政改方案

建議都必須循法律、政治及實際操作去衡量。《有線新聞》引
述消息稱，民間的建議方案首先必須符合《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會決定等法律要求，其次是方案是否切合政治現實，倘太保
守將不獲反對派接受，太寬鬆則會令中央憂慮最終會選出一位
不能信任的人，兩者均無法獲得立法會三分二通過，這是必須
解決的問題。
在實際操作方面，報道引述該消息舉例指，有人提出的「排

序複選制」，選民投票選特首時按喜好排序，即如有5位候選
人，就要在選票上按喜好填一至五，社會就要衡量這種做法會
否令選民混淆；有人提出「公民提名」建議，當局假設候選人
須獲得10萬名選民簽署，社會就要考慮在2個星期的提名期
內，要有意參選者收集大量聯署是否公平，監管機構在核實時
也會遇上問題。
報道又指，當局在諮詢期結束後，需要一至兩個月編成報告

再提交特首，其後由特首決定何時啟動「五步曲」，向人大常
委會提出修改《基本法》附件，待人大有答覆後，最快可於明
年下半年推出第二輪諮詢，屆時政府才會提出有傾向性的方案
及具體選項。

社交網開專頁 料收十萬意見書

工聯新星 何毅淦「貨櫃議辦」開工為民

香港樓價持續高企，不單
普羅大眾「置業難」，連區

議員也要面對「置辦難」的困境。但所謂「窮途未必末
路」，被視為工聯會「政治新星」的東區區議員何毅淦，
就在杏花邨商場對開破格開辦了香港首個位置行人路的
「貨櫃議辦」，成功開創了辦事處的先河，並於昨日舉行
開幕典禮。連專程撐場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都不禁
大讚，何毅淦人如其名，不單有決心有毅力，服務市民更
是「能屈能伸」，「貨櫃議辦」充分反映其靈活機動。多
名工聯會「大佬」寄語何毅淦，要秉持工聯會「與社會同
步，與基層同心，參政為勞工」的精神，為街坊提供貼身
貼心服務。
昨日開幕禮星光熠熠，現身撐場的包括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張建宗、工聯會理事長吳秋北、東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區子君、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及郭偉強等。
首個位於行人路「貨櫃議辦」面世，當然吸引在場嘉賓
眼球，張建宗甫抵達現場，即急不及待到「貨櫃議辦」四
處參觀。何毅淦透露，百多呎的「貨櫃議辦」，租金約
5,000元，較租金相若但面積約600呎的柴灣工廠大廈昂

貴，但於本區設立議員辦事處是非常重要的。

張建宗讚何心繫社區扶貧
張建宗在致辭時說，何毅淦議員辦事處是全港首個設於

行人路上「貨櫃議辦」，創了辦事處先河，更充分反映他
服務社會決心，「何毅淦人如其名，不單有決心有毅力，
更是能屈能伸，完全靈活機動及與時俱進，最重要心繫社
區服務，連在貨櫃內也可以服務市民」。
他續說，何毅淦是工記的「後起之秀」，亦是是工記第
二梯隊的政治新星，他打從大學畢業就服務社區，至今已
經接近6年，他又是工記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早前參與
立法會扶貧工作小組討論，談到如何協助貧窮家庭作低收
入補貼，反映他不單關心地區，更關心整個香港，「正如
工記為全港基層福祉打拚，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伙伴，為政
府提供有用的意見及動力，當政府做得不足亦會鞭策政
府，關係互動」。

吳秋北盼區員服務毋須屈就
吳秋北致辭說，自己見證了「貨櫃議辦」預備過程，眼

見有心服務的議員最終要在街頭作辦事處，非常感觸，
「何毅淦當初多次向我提出想設立辦事處，我好內疚無法
提供協助，盼望社區能夠容納區議員服務，而毋須屈就。
雖然何毅淦不介意，但我感受到他的辛酸，希望他秉持工
記『參政為勞工』的精神」。

王國興感謝當局「開綠燈」
王國興致辭時說，何毅淦當選民選議員後，就一心想為
居民提供貼身貼心服務，但由於商場租金昂貴，街市只准
許作商業用途，民居議辦不可行，柴灣工廠大廈距離太
遠，他過去只好定期於杏花邨擺設街站，最終經過好多周
張及交涉成功安放貨櫃，感謝運輸、渠務、地政等「N個
政府部門」大力支持「開綠燈」。
郭偉強則坦言，「貨櫃議辦」涉及好多部門會議及大量
行政工作，但何毅淦一直將「爭取於本區開設辦事處」的
選舉承諾銘記於心，最終成功將天馬行空的構想，以實際
需求得以落實，「其實開設辦事處後，地區個案大幅增
加，但何毅淦不介意多做，未來繼續與立法會議員合作無
間，為街坊提供更好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貼 身 服 務

■新一屆中國法學會港區理事獲增補至合共13人。

■郝鐵川。 莫雪芝 攝

■林鄭月娥。 黃偉邦 攝 ■林煥光。

■東區區議員何毅淦辦事處開幕禮，與眾嘉賓切燒豬。 莫雪芝 攝 ■何毅淦的「貨櫃議辦」。 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