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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香港基本法設定的行政長官普選的軌道呢？
就提名而言，有兩個組成部分。一是提名委員會的組
成，要有廣泛的代表性：由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未作
具體規定，附件一對普選前的選舉委員會也有廣泛代
表性的要求，所以2007年12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明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
組成。換句話說，提名委員會也要與選舉委員會一
樣，體現四大界別的均衡參與。二是提名程序：香港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
名，提名主體是提名委員會，該提名機構按民主程序
提名。這樣附件一的個人提名方法在行政長官普選時
就不再適用了。

提名方法：法無授權不可行
香港基本法雖然沒有禁止其他提名方法，但根據法

治原則，凡法律已有明確規定的公法性質和私法性質
的行為，務必按照法律規定進行，不能偏離法律的軌
道。如法律對公法性質的行為未作規定，則不能做。
只有在法律對私法性質的行為未作規定的情況下，才
能使用「剩餘權利」原則。例如世界各國都賦予本國

公民選舉權，但香港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卻賦予永久性
居民選舉權，未取得永久性居民資格的中國公民就不
能享有選舉權。

基本法第十一條第一款也明確規定，香港特區的制
度和政策，均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換句話說，沒
有基本法規定的依據，是不能作為香港特區的制度和
政策的，選舉制度和政策是其中的一環。「真普聯」
提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在香港基本法中
是找不到依據的。至於「真普聯」提出的提名委員個
人提名，由於未見其組成建議，暫不予置評，但就其
提名程序而論，也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規定。該法將
行政長官的提名分為兩個階段：在普選前，採用選舉
委員個人提名，其依據是基本法附件一；待普選時，
則由提名委員會進行機構提名，其依據是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真普聯」是張冠李戴了。說得不好聽，是
指鹿為馬了。

個人提名和機構提名的分別
個人提名和機構提名有甚麼區別呢？根據筆者的理

解，個人提名只能選擇一名候選人，達到法定的名

額，就可以提名候選人。但機構提名則有民主程序的
要求，所有的參選人要經過該提名機構成員的信任投
票和不信任投票，才能決定是否成為候選人。

至於如何才能由該提名機構成員進行信任投票和不
信任投票，方法很多。筆者建議採用支持、反對、棄
權3種投票制度，對每一位參選人，提名委員都可以選
擇支持、反對或棄權的投票。支持票為+1分，反對票
為-1分，棄權票為0分。所有參選人所得的分數疊加
後，如總分數為0分或以下，則被淘汰；如總分數為正
分，則按分數高低決定是否成為候選人。到底候選人
的名額若干，則可以經過諮詢了解，但不宜過多。

香港不少人以為，「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都
是美國採用的制度，香港應當參照，甚至照搬，這種
看法是不正確的。外國的制度是不能簡單移植的，水
土不服，誰來承受？俗話說「強扭的瓜兒不甜，拔出
的苗不長」，值得港人記取。

照搬外國制度只會水土不服
美國是經過1775年至1781年的獨立戰爭，根據1787

年制定的憲法建立的共和制國家，採用總統制，但
「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都不是美國立國以來被
採用來提名總統的制度。儘管美國政黨的產生也很
早，但也很糟。自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後，美國長期都
由國會參眾兩院議員組成聯繫提名會議推出總統候選
人。經過近50年的演進，到1832年才由兩大政黨和其

他小黨各自召開本黨的代表大會，提出本黨的政府總
統候選人以及競選綱領。再經過不斷的演進，經過南
北戰爭，才形成近代以來的兩大政黨提名制度，但有
時也有小黨參與提名。

與西方國家的政黨相比較，香港的所謂政黨只是地
方性的、未實現法制化的政團，它們大多在《公司條
例》以無股本擔保有限公司註冊，即使取得百分之五
以上的選票，也只是代表一小部分、甚至一小撮人的
利益，並不能代表社會總體利益。「真普聯」美其名
曰「政黨提名」，實際上是「有限公司提名」，實行
有限公司治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要實行有限
公司治港，這在大部分中國人聽來，這恐怕是令人可
怕的事兒。

至於「公民提名」，「真普聯」說需要百分之一的
選民聯署，香港有350萬個選民，要在提名期的兩周內
取得35,000個聯署，一般人恐難勝任，非有其黨友支
持不可。所謂「公民提名」，實際上是「政黨提
名」。由於香港政黨是有限公司，「公民提名」實際
上是「有限公司提名」，當選後實行有限公司治港。
「公民提名」在世界上並不多見。美國最近的一次是
1992年富翁佩羅特（Ross Perot），但他到1996年競選
時已經以一個小黨的代表爭取提名了。「真普聯」竟
然要把非常罕見的、抵觸基本法的制度引進香港，不
知是何居心？

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三軌制」是出軌制
1月8日，「真普聯」提出「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和提名委員個人提名方案，坊間

稱為提名「三軌制」。筆者認為，提名「三軌制」是脫軌制，是出軌制，都是脫離香港基本

法設定軌道的東西。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在
2014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
指出，政府以至社會整體也
應尊重法治，只在法律容許
的範圍內行使權利：「即使
為了觀乎崇高的理念，任何
蓄意的違法行為也不應鼓
勵。」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則

指出，律師職責是建議市民如何依法實現其
合法權益，「不作出違法事宜，更遑論參與
違法行為」，暗示「佔中」違法不值得支持
鼓勵。「佔中」發起人之一戴耀廷立即對號
入座，說「不會感到壓力」，強調「『佔
中』其實越遇到打壓就越多人支持」。
公安條例的犯罪界線是非常清晰的。戴

耀廷卻利用犯罪的原因和背景狡辯，還說
會得到法官理解。作為一個法律學者，戴
耀廷居然沒有勇氣面對法律業界的質問：
「公民提名」和「佔中」，根據基本法哪
一條條文和哪一條法律，證明是合法的？
如果他是有道理，就應該陳列法律觀點。
不過他理屈詞窮，自欺欺人，只能說講法
律「就是打壓」。他已經墮落到蠻不講法
的地步了。
任何人不能說自己想「劫富濟貧」，就去

打劫銀行；不能說「我們要追求民主」，就
可踐踏基本法，不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辦事。
700萬香港人都知道，基本法是保護香港實現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法律基礎。如果拋棄了基本法，拒絕提名委

員會，就是無法無天，普選行政長官也就沒
有了。戴耀廷連這麼簡單的法律常識和邏輯
也不懂得，實在令人搖頭歎息。
許多論者已指出，提委會的四個界別，都
需要選舉產生，其中包括了選舉產生的立法
會和區議會代表，還有各個界別、專業人
士、各個宗教團體、勞工團體選舉產生的代
表，真正做到了「廣泛代表性」，而戴耀廷
的「公民提名」就是不要四個界別。有論者
指出，「公民提名」只能夠集中一班相同觀
點的人，絕對做不到經得起法律考驗和檢查
的「廣泛代表性」，很容易作弊和操縱，這
是黑金提名，違憲又違法。
戴耀廷「越遇到打壓就越多人支持」的說
法，沒有人會相信。元旦日的遊行僅得10,000
人參加，「支持佔中」的遮打晚會僅有小貓三
四隻，潰不成軍，「越多人支持」不外是一個
肥皂泡沫。用謊言來誇大支持，恰好說明了戴
耀廷的空前孤立。

戴耀廷蠻不講法 徐 庶

■責任編輯：朱朗文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

立會「通道」保暢通
守護議員訪客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中央為什麽反覆強調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
首？資深評論員牛耕昨日在《信報》撰文「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
擔任行政長官的三大理據」予以解讀。
何謂與中央對抗？牛耕認為，一是公然從行動上對抗中國憲

法，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二是公然從行動
上對抗基本法，破壞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主權和中央對港憲制
性管治權等重要制度。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從行動上企圖把
香港變成一個推翻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基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主要有哪些內容呢？一是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
商制度，三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四是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五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六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
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七是建立在上述制度基礎上的經濟
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等各項具體制度。
不能讓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的第一個理據是：如果讓與中央

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憲制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
義制度就會受到挑戰，「一國兩制」就會受到破壞。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全體委員時指出：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
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的。我
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
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
制定「一國兩制」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1997年後香
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
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
地，那就非干預不行。
因此，「兩制」誰也不能吃掉誰，和平共處於「一國」，如此
才是「一國兩制」。如果讓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
的人擔任行政長官，「一國兩制」還能維持嗎？
不能讓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的第二個理據是：如果讓與中央對

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基本法中規定的中央對港憲制性管治權就會
遭到挑戰，基本法就可能遭到破壞。
長期以來，不少港人誤以為中央對香港只有處理其外交和防務

的權力，其實除此之外，至少中央還對香港事務擁有如下權力：
一是中央擁有對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而且這一

任命權是實質性權力而非虛權，見於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四十
八條；
二是中央擁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見於基本法第一五

八條和第一五九條。
三是中央擁有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見

於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四是中央擁有對香港法律的監督權。基本法第十七條規定香港

特區立法會制定的所有法律都要報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人大
常委會如果認為香港法律裡面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物
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款，有權把這個法律發回，而發回的
法律立即失效。
五是中央擁有宣布香港特區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基本法第十

八條規定：如果香港特區發生了特區政府也控制不了的危及國家
統一或安全的動亂，那麼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宣布特區進入緊急
狀態，並可下令將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
六是中央人民政府擁有依照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指令

權。見於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八項。
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須報中央備案的事項。這些事項主要是：

行政長官須將財政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終審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
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在外國設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經
濟和貿易機構，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八是須經中央授權、許可或批准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才能實施的事項。
須經中央授權的事項主要有：繼續進行船舶登記、頒發有關證件；有關民用
航空運輸協定和協議的續簽、修改、談判等事項；依法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中國公民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給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合法居留者簽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
旅行證件；與各國或各地區締結互免簽證協議；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
當安排。
須經中央許可的事項主要有：外國軍用船隻，外國國家航空器進入香港特別行

政區須經中央人民政府特別許可。
須經中央批准的事項主要有：外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機構或其他官
方、半官方機構，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試想，如果讓一個和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基本法規定的中央上述對港管
治權還能實現嗎？基本法還能得到實施嗎？
不能讓與中央對抗的人當特首的第三個理據是：如果讓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

行政長官，把香港變成一個違反憲法和基本法的地方，那讓中央如何對全國人
民交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二款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
嚴。」第四款規定：「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第五款
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中國憲法作為
國家主權的表述，總體上適用於香港；香港基本法是全國性法律，港人要遵
守，內地人也要遵守。如果讓一個企圖推翻憲制的人、一個公然破壞基本法的
人擔任香港特首，把香港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方，這讓全國人民如何建設法
治國家？如何遵守憲法？如何遵守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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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於去年11月討論引用特權法調查香
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事件時，反對派動

員支持者發起所謂「公民拘捕」行動，堵截立
法會及政總行車出口，議員被迫要經立法會停
車場與政府總部間的通道，再由政總停車場出
口離去。事後，反對派質疑有該通道成為議員
及官員「逃避」民眾的「秘密通道」，「新民
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早前更要求行管會

以混凝土永久封閉有關通道。
為釐清有關通道的使用原則，行管會早前要

求立會秘書處草擬指引，並於昨日獲行管會通
過。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在會後表示，行管
會經會議後決定，有關通道使用的基本原則，
是要考慮議員或因公務到訪立法會大樓者的安
全。
他解釋，會上通過的指引，清晰列出使用通
道的兩個條件，包括該通道只在停車場汽車出
口、出面的立法會道和添美道被堵塞，令汽車
無法通行，及有議員或到立會大樓出席公務者
有汽車在停車場內，但通過正常的出路而未能
出入時使用。

用後會「昭告於天下」
被問及反對派質疑，有議員因要「逃避」面
對示威者而使用通道，曾鈺成強調，立會總保

安主任會因應特別保安理由有權決定開放通
道，並在事後向行管會提交書面報告，「昭告
於天下」。倘有人為避開記者或示威者要求使
用有關通道，明顯並非保安理由，後果要由使
用者負責。

曾鈺成反駁「秘道說」
曾鈺成又反駁部分反對派形容有關通道為

「秘密通道」的說法：該通道是按照當年建造
立法會綜合大樓和政府總部招標文件的要求，
即在兩幢建築之間、地面和停車場地底的一
層，都要有直接通道，並要求通道有保安設
施，只准獲授權的人士使用。他說：「我們不
叫它做緊急通道，是在一些特定的情況下使
用。它亦不是『秘密通道』，因為招標文件中
存在的，建造好後亦有不同人士看過及使用
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去年11月討論免費電視發牌事件，

其間反對派動員支持者包圍立法會大

樓，令議員被迫經由立法會停車場與

政府總部之間的通道離去，但反對派

就借題發揮，聲言議員不應「走後

門」，必須封閉這條「秘密通道」。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通過使用

有關通道的指引，確認立法會總保安

主任在考慮議員或因公務到訪立法會

大樓者的安全時，有權決定開放通

道。

■曾鈺成表示，使用立法會停車場與政總之間
的通道的基本原則，是要考慮議員等的安全。

資料圖片

■立法會討論以特權法調查免費電視發牌當晚，反對派聚眾發動所謂「公民拘捕」。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