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2 政情與評論

政改公眾諮詢展開至今己接近兩個月。期間若干議
題引起廣泛討論。具爭議性的議題包括「公民提名」
和「政黨提名」。前者可簡述為某數量的合資格選民
可直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後者則為在立法會直接
選舉中獲得若干票數的政黨可直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社會上對這兩種提名方法能否符合基本法有南轅
北轍的看法。本文希望提供若干觀點供大家參考。由
於篇幅所限，不能詳談每一觀點，有需要時日後會另
行探討。

繞過或削弱「提委會」的方案都可能不合法
個別提名方法是否合法，涉及基本法的正確理解。

基本法第四十五（二）條指出：「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由於該條款的文字
十分清晰，政府一直強調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
權。若任何提名方法繞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或
削弱其實質提名權，都可能被認定為不符合基本法。

有意見認為理解基本法時不應單從字面意義、技術
或狹義的角度出發，或以生硬的處理方法詮釋相關條
款 ， 而 應 透 過 詮 釋 相 關 條 文 確 定 其 立 法 目 的
（purposive approach）。亦有意見強調基本法為憲制性
文件，是一份「活的文件」（living instrument），因此
解釋應配合時代轉變的需要。這些意見雖然符合解釋
基本法的基本原則，但卻忽略了基本法第四十五

（二）條的清晰文字。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2013
年4月以「詮釋香港憲法之我見」為題作演說時解說，
普通法在詮釋基本法時，會透過相關條款的文字去理
解其背後目的，若文字清晰及不存在模稜兩可之處，
則也許沒有空間或需要去作進一步推敲。

基本法為一份「活的文件」的論點，並不足以令
「公民」或「政黨提名」變得符合基本法。雖然詮釋
憲制性文件時可考慮時間和環境的改變，但法院不能
單以此為理由，無視相關條款的清晰文字，否則法院
便會頓時變成立法機關。再者，相關人大常委會的解
釋和決定分別在2004年4月及2007年12月作出，距今
不遠，難看到有甚麼情況的改變，足以支持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應被詮釋為兼容「公民」或「政黨提名」。

有意見指除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外，也應同時考慮基
本法第二十五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及第二十六條（特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
選舉權）。筆者不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五、二十六及四
十五條應一併考慮，但第二十五或二十六條的一般性
條文不可能凌駕第四十五條的清晰及具體條款，更不
可能令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被削弱。

公民黨與「香港2020」混淆概念
另有意見認為基本法沒有明確禁止「公民」或「政

黨提名」，因此兩者不會違反基本法。即使暫不考慮
基本法的立法背景，這說法忽略了一項普通法的詮釋
原則（expressio unius原則），即當法律文件只明確列

舉某特定人士、機
構或情況，則代表
同 時 排 除 其 他 人
士、機構或情況。
因基本法第四十五
條只明確指出由提
名委員會提名，其
他人士或機構不可能同時享有提名權。這原則的邏輯
顯而易見。舉個例說，基本法第五十九條說明特區政
府是香港的行政機關，第六十二條則列舉其職權。基
本法雖然沒有明確指立法會不能行使行政職權，難道
可辯說立法會有權取代政府行使行政職權嗎？答案顯
然不是，因為第五十九條只明確指出特區政府是香港
的行政機關。

公民黨與「香港2020」在其所謂解「毒」政改諮詢
文件中（第 2.08 段），指「政團提名」和「公民提
名」符合基本法對提名委員會須「按民主程序」提名
的規定。該文件沒有作進一步解說或分析，但其觀點
似乎混淆了「提名權」和「提名程序」，及「提名」
與「推薦」的不同概念。以「公民提名」為例，若某
人獲得一定數目的選民支持，提名委員會便無法拒絕
提名，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會變得有等於無，因此該
建議不可能只涉及提名「程序」。

「公民提名」或「政黨提名」並非落實普選的唯一
途徑，社會各界應依據基本法，以務實的態度處理提
名議題。

袁國強 資深大律師、律政司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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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強

激進勢力在政改上的策略很簡單，
就是以「公民提名」來綑綁反對派，
最終令2017年普選特首破局。所以，
激進勢力要全面奪取反對派的領導
權，由「真普聯」、「支聯會」到
「教協」，目的就是控制這些反對派
政黨組織，將他們與「公民提名」綑

綁在一起。而對於「佔中」這個殺傷力極大的「核武
器」，激進勢力更是千方百計要收為己用，其一是要
奪取其領導權；其二是奪取其話語權。

奪取領導權主要由李卓人負責，結果引起「佔中三
子」的反制，最終誰勝誰負還有待分曉；至於在話語
權方面，記得「佔中」在初時說的是沒有普選便要
「佔中」，但近日一眾激進勢力卻悄悄的搬了龍門，
在沒有得到「佔中三子」的同意下，向外高調指沒有
「公民提名」就要「佔中」。這樣公然搬龍門明顯是
要將「佔中」與「公民提名」綑綁在一起，提出一個
不可能為中央接納的方案，為將來引爆「佔中」製造
藉口，是一個相當陰險的連環計。對於激進勢力鵲巢
鳩佔的圖謀，「佔中三子」自然不會坐以待斃，昨日

戴耀廷就在報章撰文，表面說的所謂商討日十訣，實
際卻是反擊激進勢力的綑綁。
戴耀廷在文中直接指出，「一些支持『公民提名』

的朋友希望『和平佔中』能確認『公民提名』是普選
特首方案中『必不可少』的部分。這些朋友可能對
『和平佔中』的性質搞錯了。」戴耀廷說得很明確，
就是「公民提名」並非是「佔中」的底線，更不是
「佔中」的唯一方案，以此抗拒激進勢力的綑綁圖
謀。
戴耀廷心裡明白，任何政改方案都不可能繞過提名

委員會，儘管「公民提名」炒得喊聲震天，但一回到
基本法的框架內，絕不可能獲中央接納，即是提了等
如是「白提」。如果只是「白提」其實也不要緊，不
過是浪費了一點精力時間，但如果將「公民提名」與

政改方案綑綁，結果只有一個，就是2017年普選特首
將會胎死腹中。而將「公民提名」與「佔中」綑綁在
一起，結果也等如是解開了「佔中」的保險栓，激進
勢力將可以此為由發動「佔中」，屆時局勢將會難以
挽回，普選更是談也不用談。這是所有理性務實、真
心促成政改的人士所不願見到的。
因此，戴耀廷在文中直言，「對『和平佔中』來

說，無論那最終的方案有與沒有『公民提名』，那並
不是最重要，重要是最後的選擇是大家在知情情況下
經過商討和公平的議決程序下得出來的」。這等如是
為「佔中」解了套，令政改諮詢能夠繼續下去，也防
止別有用心者可輕易引爆「佔中」這枚「核爆」，令
700萬市民為他們的政治野心陪葬。

戴耀廷抗拒「公提」綁「佔中」 卓 偉

■責任編輯：朱朗文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政府昨日
公布，特首梁振英將於今日（年廿九）晚
上至下月10日（初十一）上午農曆新年期
間，離港休假。梁振英離港期間，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將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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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冀普選馬到功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送蛇迎馬，鍾情賽馬的全

國政協常委唐英年以馬論馬，發表新年願望。
唐英年表示，對中國人來說，馬一直被視為事業成功、前
程遠大的吉祥象徵，他衷心祝願馬年會為本港這個國際知名
的賽馬之都帶來「領先」和「成功」。在政治方面，他形容
本港政制改革要有如馬術障礙賽一樣，做到人馬合一，越過
重重的難關，到達終點，完成賽事。他祝願政改諮詢可以跨
過重重的障礙分歧，成功達到普選目標，在國家發揮領先的
帶頭作用。
在經濟方面，唐英年表示，本港身處的形勢就如同賽

馬，內地有自貿區的競爭，海外有其他金融中心的挑戰。
賽馬比賽着重速度，他祝願香港經濟金融在馬年可以步步
爭先，獨佔鰲頭，先行先試，成為世界第一的集資地方，
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等國際聲譽。

盛裝舞步賽喻社會要默契
在民生方面，唐英年指出，本港的社會發展要有如馬術
盛裝舞步賽一般，發展要有默契，從而取得和諧優美、流
暢及規範性的結果。他祝願政府與市民可以在馬年加強溝
通，增加聯繫，合力創造更理想的生活環境。最後，他祝
願各界在馬年擁有馬一樣的剛健雄壯身體，本港繼續「馬
照跑」，工程要「上馬」、計劃要「去馬」、公司要有
「千里馬」、打工的不要「做牛做馬」，人人「馬力十
足」，「馬到功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本政府近期頻頻
作出企圖復辟軍國主義的舉動，日本放送協會新任會
長籾井勝人更拋出「慰安婦戰爭國家都有」的荒謬言
論，引起鄰近地區指責。有民間團體趁昨日「一二
八」事變紀念日，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表達不
滿，批評安倍政府近期連串舉動傷害中國人民感情。
「監察日本軍國主義復辟聯盟」、教育評議會及新論
壇近20名成員，更評選出2013年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十
大新聞，冀社會關注日本軍國主義抬頭的現實。
昨天是「一二八」事變紀念日，近20名「監察日本

軍國主義復辟聯盟」、教育評議會及新論壇成員，昨
日到中環交易廣場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外抗議，並焚燒
象徵日本軍國主義的日本軍旗，批評日本近年的多番
舉措及言論，使亞洲鄰國憂慮日本軍國主義有復辟之
勢。他們批評，去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再次提出修改
和平憲法，意圖建立正規軍，又親自穿上迷彩軍服登
上自衛隊坦克示人，及日本護衛艦「出雲號」下水
等，種種跡象證明日方未有正視歷史教訓。二戰時慘
遭日本軍國主義侵害的國家和人民，實在不應再啞

忍。示威人士促請日本政府立即停止及撤
回所有復辟軍國主義的措施及言論，承認
戰爭罪責。
聯盟之後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門外，派

發印有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十大新聞等單
張，聯盟主席、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
表示，希望透過行動及單張，讓市民更了
解日方復辟軍國主義的動向，同時明白
「一二八」事變和日軍侵華史在中國近代
史的影響。
而「監察日本軍國主義復辟聯盟」、教
育評議會及新論壇，昨日亦評選出「2013
年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十大新聞」，冀喚醒
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關注。「2013
年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十大新聞」包括：安
倍參拜靖國神社；日政府內閣及議員集體
參拜靖國神社；日本「出雲號」護衛艦下水；大阪市
長橋下徹否定日軍強徵慰安婦；安倍穿軍服登坦克閱
軍；安倍提出任內修改和平憲法重組軍隊；日本政府

增加軍費針對中國；美日聯合軍事奪島演習，惹釣魚
島主權爭議；安倍赴美爭取認同釣島保衛及尋求美方
支持修憲；安倍出訪菲律賓圖加強制衡中國。

團體抗議安倍拜鬼修憲 選日軍國復辟十大新聞

馮英倫、吳傑莊、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資訊科技總
監陳繼宇、理大教授江揚、會計界的盧華基及資

訊科技界鍾宏安等成員，昨日與傳媒茶叙介紹「香港
起動」的起源與未來動向。他們指出，本港不少政黨
政團往往流於批評，卻少提具體建議，加上不少黨團
早被標籤政治立場，意見過於兩極化，因此他們一群
本已相識的專業人士，在去年8月開始醞釀成立全新
的政策智囊組織，成員還包括來自金融、法律、醫學
及地產等界別。

擬邀官員飲咖啡談長遠政策
「香港起動」未來會透過社交網站及報章撰文等，
表述對社會議題的意見，同時會邀請大學參與政策研

究，務求以身作則，為本港建言獻策。他們預計今年
中會設定首個研究項目題目，年底前發表結果，未來
亦會每周一次至兩次以咖啡叙會形式，一起商討人口
老化、創新科技、經濟前景等長遠問題，也不排除邀
請政府官員參與其中，共同擦出火花，再歸納建議方
案。
他們預算首年運作約需100萬元，目前由成員自掏腰
包，在有一定成績後會主動出擊向各界籌募經費。在吸
納會員方面就貴精不貴多，沒有具體目標人數。

吳傑莊：無政治組織鼓勵埋班
談到成員之一的馮英倫曾為特首梁振英助選，近日
又被傳將會出任發展局政治助理，另有成員亦身兼內

地省市政協，會否擔心令人誤會「香港起動」是另類
「梁粉」組織，吳傑莊直言，由籌組至今從沒有政治
組織鼓勵他們埋班，又以成員鍾宏安曾提名公民黨黨
魁梁家傑參選特首為例，強調成員之間可能有不同政
治取態，但關鍵是能理性討論出可落實的政策方案，
讓議會及政府多作參考。
社會各界正熱烈討論政改，「香港起動」亦預告稍

後會提交方案，強調如今施政背景太多雜聲，如不先
處理好政制問題，未來難以聚焦處理經濟民生，至於
具體建議則要暫時「賣關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在目前本港越趨兩極化的政治氣氛中，12名志同道合

的專業界人士自發籌組政策智囊組織「香港起動」（Hong Kong Actioneers），成員包

括前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馮英倫、香港青年聯會副主席吳傑莊等，希望透過發表文章及

開展專題研究項目，以行動支持本港發展，為解決社會問題出一分力。「香港起動」預

計年底前完成首個研究，又計劃在政改諮詢期內提交方案，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順利落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民意研
究計劃昨日發布施政報告公布後一周內的特
首及政府民望數字，指社會討論施政報告
後，特首梁振英的支持度評分雖下跌，但仍
高於發表施政報告前，調查機構認為施政報
告的民望效應開始減退。此外，政府滿意淨
值改善至負16%。
民研計劃於上月18日至22日，透過真實訪

問員以隨機抽樣方式，成功以電話訪問1,014
名本港巿民，調查期為施政報告公佈後的3
天至7天內。調查顯示，梁振英的支持度評
分由發表施政報告前的45.6分，升至發表施
政報告後當晚所錄得的48.9分，經過一輪施
政報告討論後，再回落1.9分至現時的47.0
分。支持率淨值則由發表施政報告前的負
31%，改善至發表施政報告後當晚的負
24%，再回落至負26%。數字反映施政報告
的民望效應開始減退。
政府方面，對比施政報告公布前約1個

月，滿意率變化不大，不滿率則下跌6%，令
滿意淨值由負24%改善至負16%，大概回到
去年9月底的水平。

■「香港起動」由12名專業界人士自發籌組。 CY休假度歲
林太暫代職務

獻策政改民生
專業人士「起動」

團體焚燒日本軍旗，抗議軍國主義復辟。
鄭治祖 攝

■團體焚燒日本軍旗，抗議軍國主義復辟。 鄭治祖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