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選區

何厚祥 沙田，下城門
潘國山 沙田，田心
黃宇翰 沙田，瀝源
黃澤標 沙田，翠田
李錦明 沙田，翠嘉
姚嘉俊 沙田，愉欣
陳敏娟 沙田，廣源
陳國添 沙田，博康
林松茵 沙田，顯嘉
鄧永昌 沙田，松田

姓名 選區

羅光強 沙田，富龍
楊倩紅 沙田，沙角
梁家輝 沙田，愉城
何國華 沙田
黃嘉榮 沙田，第一城
譚領律 西貢，翠林
區能發 西貢，寶林
溫悅昌 西貢，德明
何觀順 西貢

新民黨新增區議員名單

A23 政情與評論

對提名委員會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律政司司
長已經從普通法的文字（意）解釋、從解釋制定法的
expressio unius est exclusion alterius (明示其一，排斥其
餘)的拉丁法諺來說明，「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
不能與提名委員會並行、更不能取代提名委員會的理
由。這是言之成理的。

挑戰基本法非常不智
照常理，事情到此應當有一個了斷，辯論應當結

束，等有下一個議題再辯論。本來文明比武，點到即
止，可以繼續往前行。但香港就是有死纏爛打的「傳
統」，勝負已分，還要糾纏不休，非要等評判作出裁
決不可。即使評判作出裁決，說不定還有人不服，要
「佔領中環」，這樣就不是辯論比賽的問題了。

其實，挑戰香港基本法是非常不智的。儘管內地和

香港都有人說基本法的是非，但香港基本法還是「高
手」的傑作，是基本完備的。要把基本法明文規定的
標準顛倒過來，就如蚍蜉撼樹。就以香港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的解釋而論，有人還以為用其他解釋方法就可
以產生不同的結果，以為用歷史解釋（立法原意）的
方法、系統解釋的方法（如用其它條文來打第四十五
條）、目的解釋（立法原意加活的法律）的方法，就
會有奇跡出現，恐怕是妙想天開。

香港普選要體現行政主導原則
在此，筆者試以歷史解釋的方法說明香港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的來歷。1988年4月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
案）徵求意見稿對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提出五個方
案。第一個方案是由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團選舉產生，
選舉團內設提名委員會提名三名候選人。第二個方案

是立法機關十分之一成員提名，普選產生。第三個方
案是由50名永久性居民提名候選人，由功能選舉團選
舉產生。第四個方案是由顧問團協商產生（開始幾
屆），以後由顧問團協商提名三人，由選舉團選舉產
生。第五個方案是由提名委員會經協商或協商後投票
程序提名三人，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1989年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附件一則將行政
長官的產生分為兩個階段：頭三任由選舉委員提名，
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第三任行政長官任內決定是
否「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
名後普選產生行政長官」。

1990年4月通過的香港基本法作了取捨。保留了草案
兩個階段的做法，在附件一規定了普選前的選舉安排，
在正文第四十五條規定了最終實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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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
的目標。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4月啟動政改，2007年
12月給出普選時間表，是符合上述立法原意的。

在此要說明，在香港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的
五個方案中，第一、三、四個方案是間接選舉的方
案，只有第二、五個方案才是直接選舉的方案。考慮
到香港地小人多，資訊發達，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規定的普選是傾向於直接選舉的，所以第一、三、四
個方案被排除。

雖然第二、五個方案是直接選舉的方案，第二個和

第五個方案的提名方式是不能相容的。由立法機關提
名政府首腦，是議會內閣制國家的做法，與香港基本
法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的設計不協調；由立法機關成
員提名政府首腦，也缺乏廣泛代表性。因此，香港基
本法採用了「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
主程序提名」的方式。第二個方案就被排除。

「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無法律依據
至於「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在香港基本

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的第五個方案中，說明了其組
成比例是：工商、金融界代表 25%；專業團體代表
25%；勞工、基層、宗教代表 25%；立法機關成員
12%、區域組織成員8%、人大代表、政協委員5%。這
與香港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比例大
致相若。所以，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行
政長官普選時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在法律上，「可參照」不可能理解為
「不得參照」，而是說在一般情況下「要參照」，
「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缺乏對香港特區有效的
法律依據，不在可參照的範圍內。到底由誰來參照，
行政長官有提案權和同意權、立法會有表決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批准權。香港社會有提意見的自由，但
政府官員也有提意見的自由，以引導諮詢工作向前發
展。

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提名委員會的來由
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行政長官普選時的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

現行規定組成。」在法律上，「可參照」不可能理解為「不得參照」，而是說在一般情況下

「要參照」，「公民提名」、「政黨提名」缺乏對香港特區有效的法律依據，不在可參照的

範圍內。到底由誰來參照，行政長官有提案權和同意權、立法會有表決權、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批准權。香港社會有提意見的自由，但政府官員也有提意見的自由，以引導諮詢工作向前

發展。

民調鼻祖蓋洛普曾說：「我能夠以
統計的方式證明神」(I could prove
God statistically)，此言雖不免浮誇，
但卻反映出民調在政治上的妙用。調
查者往往可以透過問卷的設計、資料
的整理發表、從母體抽樣的方法、評
分的準則，去控制調查的結果，這已

不是秘密。由於民調在社會上日益普遍，舉凡大小事
都會民調一番，尤其各個民調對於政治人物影響甚
大，在選舉期間，更儼然是一個「隱形的助選團」，
所以善用這套「民調政治學」可說無往而不利。

近日由鍾庭耀主理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再次引
發爭議，被批評民調方法故意誤導。確實，外國也不
時進行有關行政首長的支持度民調，但主要是用「支
持」或「滿意」來訪問受訪者，而不會如「鍾氏民
調」般使用評分制。表面上以支持率或評分來測量民
意分別不大，但其實魔鬼在細節中。因為查問對行政
首長的支持度，市民可以直觀地表示支持、一般支持
或不支持，答案清楚易明，得出的民調自然較準確。
但如果用評分結果便會截然不同。所謂支持度並非考
試默書，可以準確的分數來評價，假如有一小撮人因
為不滿有關政治人物，故意給0分；而一些支持者為表

支持，給予100分，民調將這些數據整理並得出一個
平均數，試問如何反映真確民意？
所以，絕大部分正規、嚴謹的民調機構都會避免採

取評分制，以免扭曲民調結果。然而，鍾庭耀卻獨樹
一幟的採用，究竟這是為了真確反映民意，還是方便
一小撮人控制民調結果？至於「鍾氏民調」獨創的所
謂「支持率淨值」，除了方便製造話題之外，在反映
民意根本毫無作用。
民調是西方國家創立，但西方的民調機構卻鮮有採
用評分制，鍾庭耀為什麼不採用西方運作了百多年的
做法，特意創造出一個準確性成疑、容易被一小撮人
操控結果的民調模式？他能夠從學術的角度解釋其民
調的優越性嗎？答案是不能。原因是他自稱民調專
家，但過去原來只發表過一篇有關民調的論文，也沒
有解釋其民調方法的優越性。面對外界質疑他從來是

視而不見，對於外界查問其財政來源避而不談，繼續
運用他這套民調操控社會輿論，甚至成為反對派的政
治動員和宣傳機器。
事實上，社會大眾認為民調是可信的，主要是基於
兩個假設：一是相信民調的方法是科學、客觀的；二
是相信進行民調的機構是中立的。「鍾氏民調」是自
負盈虧經營，就等於一個私人顧問公司，誰都可以光
顧，當然顧客付鈔，總要讓客人稱心如意，所以民調
的設計也往往依從客人的要求而設定。如果資金是來
自一些政黨甚至境外勢力，其結果就更令人生疑。英
國前首相狄士累利曾經說過：「世上有三種東西最可
惡，一是謊言、二是可恨的謊言、第三就是統計
學。」數字是騙不了人的，騙人的只是操控民調的
人。

卓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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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氏民調」魔鬼在細節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黨昨日正

式宣布與「公民力量」結盟，17名「公力」區

議員及2名獨立區議員加入新民黨，令該黨區議

員人數由12人大增至31人，成為擁有最多區議

員的第四大政黨。結盟後獲委任為「公力」會

長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是次結盟可擴

大該黨在新界東的網絡，又指長遠而言，該黨

希望在立法會5大選區中均有代表。

新民黨昨日舉行記者會，宣布與「公民力量」結盟，
擴大組織架構。結盟後，「公力」的17名區議員和

核心成員，以及2名獨立區議員（見表）均加入新民黨，
令新民黨的區議員由原來12名增至31名。新民黨立法會
議員、12名區議員及核心成員亦已加入「公力」。

葉太獲委「公力」會長
同時，「公力」執委會於2月10日通過委任葉劉淑儀為
「公力」會長，新民黨亦於2月11日舉行的特別會員大會
中，通過委任「公力」執委會主席潘國山為該黨副主席。
葉劉淑儀昨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第一階段的結盟安排
已完成，雙方成員未來會繼續互相加入，又形容雙方
「水乳交融」，是次為策略性結盟，並期望將來可緊密
合作，「唔存在邊個食咗邊個」。由於「公力」已有20
年歷史，成員有歸屬感，故無必要取消「公力」。

冀5選區有代表短期難做到
被問到是次新民黨加強地區「樁腳」，是否為區議會
及立法會選舉鋪路時，她回應說，作為負責任的政黨，
她當然希望5大選區均有代表，但坦言短期內難以做
到，而派誰人參選，最終由新民黨的遴選委員會視乎候
選人能力決定，但大家會「無分彼此」，在地區「掛
牌」也可彈性安排。至於會否派人參選「超級區議會」
議席，葉太指「當然可以考慮」。
她又否認結盟是為自己參選2017年特首選舉鋪路，
「結盟同2017年普選（特首）完全無關係」，而現階
段談論參選特首是言之過早。
新民黨常務副主席田北辰指出，結盟對雙方都有得

益。新民黨成立近三年，口碑、政治立場獲廣泛支持，
但在地區服務方面欠缺人才，而「公力」的地區人才庫
卻「嚇死人」，對地區的認知和投入俱佳，相信可令新
民黨「更上一層樓」。
潘國山則表示，「公力」一直只着重地區服務，組織

較鬆散，也較少關心政治議題。在結盟後，新民黨的智
庫平台可提升「公力」地區服務的質量，包括回應市民
對樓市雙辣招的查詢等，更可透過新民黨將地區聲音帶
入立法會，互補不足，發揮協同效應。他們會積極考慮
派人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舉。

林大輝龐愛蘭 未入黨沒退出
被問到去年加入「公力」的立法會工業界議員林大輝，

及另一「公力」區議員龐愛蘭未有加入新民黨，潘國山指，

林大輝希望保留獨立身份，在做事時掣肘較少，故仍在考
慮中，而龐愛蘭則因覺得自己不適合加入政黨而未有加入
新民黨。葉太則笑言，「公力」個別成員是否加入新民黨，
可按「民主程序」自行決定。田北辰補充，目前無新民黨
成員因結盟而退黨，也未聽聞「公力」有人退出。

葉太：重視「公力」地區意見
就「公力」為何不與關係友好的民建聯結盟，潘國山
坦言，他們和民建聯在地區服務方面一直有競爭，而

「公力」與新民黨在縮窄貧富差距、優質民主的理念較
為接近。
在結盟後，雙方面對的第一個共同議題就是立法會環境

事務委員會本月24日討論擴建堆填區的問題。潘國山於會
後表示，他們未曾與新民黨討論堆填區的議題，但「公力」
4名西貢區議會議員一向反對擴建，屆時身兼行政會議成
員的葉太如何投票，要開會商討。葉太則強調，新民黨十
分重視「公力」的地區意見，包括擴建堆填區問題，在投
票前先作諮詢，但估計雙方需一段時間磨合。

拓新界東版圖
新民「公力」結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學
民思潮」脅迫民主黨參與所謂「五區公投」，民
主黨拒絕「落搭」。
「學民」昨晚與民主黨會面，游說對方支持「五
區公投」。民主黨副主席羅健熙在會後稱，現階
段他們不會否定「五區公投」，但需要研究「學
民」的「公投」是指「方案」還是「理念」，而
其中牽涉很多技術性問題，倘未能解決將意味運
動不會成功，故該黨會先行進行內部討論再決定
立場，暫時未能定出確實的回應時間。

訟黨同稱技術問題待解決
公民黨前晚亦與「學民」會面。該黨黨魁梁
家傑昨日也稱，不排除以「五區辭職」的方式
發動「變相公投」，但很多細節仍然需要商

討，包括「五區公投」如何配合「佔領中環」
的流程、參選人物和「公投」議題等，現階段
未決定是否支持。他們會視乎「佔中」的商討
日安排及電子民調結果來決定立場。

「學民」死咬免鴿黨「晒彩」
有民主黨中人稱，身為「超級區議員」的民
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已表明願意請辭以帶動「五
區公投」，但「學民」死咬「五區公投」不
放，是因為其他反對派陣營不希望由何俊仁當
「英雄」，令民主黨贏盡掌聲，而是想各反對
派政黨各負責一區，「齊齊彩」，甚至屆時
可以聯手對付民主黨，使之失去議席，故民主
黨對「學民」的所謂「五區辭職」，會繼續採
取「拖字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在政改諮詢期間多次提出「三軌制」和
「公民提名」等違反基本法主張。立法會
工業界議員林大輝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
要求特區政府解釋個別方案是否符合基本
法規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
應說，當局在諮詢期間不會具體回應個別
方案或意見，但會細心聆聽和整理意見，
協助特首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啟
動政制發展「五步曲」中的首部曲。
林大輝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包括
11條問題的書面質詢，要求當局解釋包
括政府有否尋求法律意見，說明反對派中
人提出的「公民提名」方案違反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和決定；政府有
否與提倡「三軌制」或「公民提名」方案
的組織或政黨商討該方案是否合憲或如何
操作；政府有否研究該說法與政府對「真
普選」的理解是否一致等。
譚志源在書面回覆中指出，特區政府展開

政改諮詢，為政制發展「五步曲」做準備，
並期望社會各界能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相關解釋和決定的法律基礎上，就兩個選
舉辦法的相關議題作充分討論。

譚志源：開放態度聽建議
他續說，特區政府現階段會繼續與社

會各界人士會面，以開放、兼聽和務實的

態度聆聽不同意見和建議。政府現時不會
就個別方案以及個別人士或團體提出的意
見作出判斷或評論。故此，對林大輝的多
項提問，政府不適宜在現階段作具體回
應。
譚志源指出，自去年12月正式開展公

眾諮詢以來，「政改三人組」以及其他政
治委任官員已分別出席不同界別和團體舉
辦的活動，包括論壇、座談會等，小組成
員並陸續到訪十八區區議會，聆聽各區區
議員的意見。待諮詢期完結後，政府會如
實整理及歸納所收到的意見，以協助行政
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正式啟
動政制發展「五步曲」中的第一部曲。

政改諮詢期後 政府啟「首步曲」 「學民」迫總辭 鴿黨拒「落搭」

資料來源：新民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新民黨昨日正式宣布與新民黨昨日正式宣布與「「公公
民力量民力量」」結盟結盟，，1717 名名「「公公
力力」」區議員及區議員及22名獨立區議員名獨立區議員
加入新民黨加入新民黨。。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