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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部分地區承認的普選原則有五項：一是普
及選舉權；二是平等選舉權；三是自由選舉權；四是
秘密選舉權；五是直接或間接的選舉權。在上述五項
原則中，有些國家不承認自由選舉權，這些國家認
為，選舉權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不能隨便放棄，每
一個選民都有責任登記，也都有責任投票。前英聯邦
國家、拉丁美洲國家，大部分都認為選舉權既是權
利，也是義務，他們在本國曾經實行強制性的選民登
記和投票制度，就不承認自由選舉權。當然也有些國
家和地區，認為投票純粹是權利，可以放棄。於是有
些選民就放棄登記，已登記的選民也就可以放棄投
票。

各國在參選提名階段套用普選原則罕見
如果五項原則減掉一項，就剩下四項。但不論是四

項原則，還是五項原則，要找到將這些原則應用於參
選和提名的例子，可真不容易。「真普選聯」內有不
少學者政客，應當舉證，讓大家大開眼界一下。但相
反的例證倒不少。
以參選為例而言：例如美國的選法規定，參選美國

總統者必須是年滿35歲、生為美國公民的人。這對35

歲以下的人、對歸化加入美國國籍的人不普及、不平
等。根據英國憲法慣例，參選競逐內閣首相的人，必
須是下議院議員，這對上議院議員、對不是議員的一
般選民不普及、不平等。如「真普選聯」真以為自己
是真的，為何不去遊說一下。
再以提名為例說明：美國由政黨提名總統候選人，
美國政黨黨員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到3%，談不上普及，
非黨員不能提名普及，談不上平等。德國聯邦總理由
總統提名，由聯邦議院選舉，總統作為個人，就可以
提名總理，也不符合普及而平等的要求。法國總理由
總統提名並任命，是一種獨斷，談不上普選的原則。
日本首相由議會提名，由天皇任命，非議員不能提
名，談不上平等，上下兩院議員才數百人，談不上普
及。英國首相由執政黨議員（保守黨）或執政黨黨員
（工黨）提名，由女皇任命，也都不符合普及而平等
的標準。如「真普選聯」真以為自己是真的，為何又
不去遊說一下。
也許有人提出，美國總統選舉允許公民提名，所以

也應當允許「真普選聯」提出。世界上有沒有公民提
名呢？答案不是沒有，但採用的國家和地區非常少。
採用公民提名也要有法律規定，如沒有法律規定，各

位讀者熟悉的美國和台灣也不能有公民提名，但美國
和台灣好像自己並不在乎公民提名。以美國為例，最
近一次是1992年的佩羅特，數十屆總統選舉中偶有一
次；以台灣為例，是2000年的宋楚瑜，自台灣大選以
來至今唯一的一次。

「公民提名」搗蛋成分居多
如果基本法第45條沒有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的提名制度，「真普選聯」當然可以提出「公民提
名」。但基本法既然規定了，「真普選聯」再提出，
就出了矛盾。有人說如不採用「真普選聯」的主張，
就要「佔中」，這是要脅。如採
用「真普選聯」的要脅，就要修
改基本法，但修改基本法又談何
容易。香港廣大市民希望2017
年行政長官實現普選，但到底
「真普選聯」是不是真想普選，
還是真要搗蛋，筆者思來想去，
好像是要搗蛋的成分居多。
李嘉誠最近說，「香港就像一

個被寵壞的孩子。」這個比喻很
形象，好比一個小孩跟老爸說，
「我吃厭了雞鴨魚肉，我現在要
吃龍肉，你要煮給我吃，否則家
裡就有好看的。」這個老爸有若
干選擇：一是廣發英雄帖，請天
下英雄豪傑、屠龍高手，再徵用
小說家金庸的屠龍刀，上天下
海、千方百計，搞到龍肉，給這
位寶貝小子吃。二是把這位寶貝

小子臭罵一頓，說天下哪裡有龍肉，你要找自己去
找，我不陪你發癲，拂袖而去。三是苦口婆心，勸
說一番，龍肉是找不到了，麒麟、鳳凰也是沒有的
了，只有熊貓等珍禽異獸，還可以找得到，但殺了犯
禁，要等到牠們百年歸老，老爸再想辦法煮給你吃。
筆者推測，上述三種大概都不是中央的選擇，也都不
是廣大市民的選擇。採用了上述選擇，香港可真要
「面目全非」了。「一立場，三符合」，恐怕才是大
家的選擇。
前幾天，筆者出席城市論壇的辯論，時間所限，言

猶未盡，借用文匯報篇幅，說明一下。

宋小莊 資深評論員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不能亂用普選的原則
香港特區的普選需要經過參選、提名、普選、任命等階段。香港不少人誤

以為，普選的原則也適用於參選和提名，這是不正確的。如果基本法第45條

沒有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的提名制度，「真普選聯」當然可以提出「公民提名」。但

基本法既然規定了，「真普選聯」再提出，就出了矛盾。有人說如不採用「真普選聯」的主

張，就要「佔中」，這是要膚。香港廣大市民希望2017年行政長官實現普選，但到底「真

普選聯」是不是真想普選，還是真要搗蛋，筆者思來想去，好像是要搗蛋的成分居多。

上周四中西區區議會轄下公民教育工作小
組開會審批推廣《基本法》撥款時，民主黨
區議員許智峯堅持帶同不具參與會議資格的
助理及記者到場「監察」會議過程，主席李
志恆再三要求有關人士離開不果後報警求
助。過程中許智峯竟效法梁國雄（長毛），
將其下三流惡行醜態帶到區議會上，演變成
被警察抬離場的鬧劇。事後民主黨及一眾反
對派傳媒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難得機會去「聲
討」警方執法不公云云！
要知任何政府組織架構之內部會議，只要不
涉及公開辯論社會政策，都無須對外公布議程，
亦可根據議事保密規則規限列席者身份及禁止採
訪。即使有任何記者獲准列席，亦有權禁止任何
攝影及錄音，只由大會指定之攝影師直接攝錄，
並由會議主席同意才能於會議後公布。
考慮到議事內容或會涉及政府未來的決
策，亦可能涉及議事者之個人私隱權，又或
避免在政府未有正式決定前，社會大衆被新
聞內容誤導，所以有關規限並非沒有道理，
《蘋果日報》所指「知情權」大過天的歪論
實在是完全站不住腳！（試問民主黨的內務
會議；或者反對派大佬輩的閉門密談，可曾
讓記者參與其中盡情拍照錄影呢？）加上在
私人地方任何未被同意之採訪行為，在主事
者警告之後，若然強行進行，可視作一般闖
入行為報警處理並受法律制裁！
根據上述理由，主席要求許智峯帶來的助
理及記者離場實是合情合理。而當有關人等
採取不合作態度並開始與保安推撞拉扯。現
場警員根據警隊條例Sec10及視當時情況可能
擾亂社會安寧導致有人受傷，於是制止及將
擾攘生事之人士抬離場地，是合理的做法。
參考各環境證據及法理依據，我們絕對百分
百支持警方是次行動。而我們更相信反對派
的大大小小政治演員，於往後日子必變本加
厲一而再搞這類小動作，博上鏡之餘更能藉
機打擊警方威信為「佔領中環」造勢！市民
及警隊實不可不防，對於心存歪念擾亂公安
的人更應寸步不讓！
懇請民主黨人應適可而止知所進退，博見
報「抽水」後就不要再勞民傷財搞什麼司法
覆核。無謂再作跳樑小丑浪費市民公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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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4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
央人民政府任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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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原則而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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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本法和人大有關釋
法，特首普選辦法必須嚴格按照「五步
曲」法定程序制定。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決定，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的辦法
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香港基本法有關選
舉委員會現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
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
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
以上清楚列明普選行政長官必須按基本
法規定進行，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改諮
詢專責小組」收到的意見亦是普遍認為香
港市民希望2017年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
官，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行政長官候
選人須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
選產生。因此不按基本法的「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三軌提名」的建
議均不能接受，我們清楚知道，香港是在
一國前提下的特別行政區，希望各個黨派
認識香港不是獨立政治實體，要按基本法
辦事。這樣才能更好地邁向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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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是授權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
港特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第2
條)。《基本法》第45條只授權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而沒有授權允許
其他人、團體或組織等提名。作為單一制國家的地
方政府，香港特區亦無剩餘權力採用其他人、團體
或者組織等提名辦法，這只會構成越權行為，是違
背《基本法》和無效的。

提名委員的組成可根據實際情況、循序
漸進的原則，採用相同或相似於《基本
法》附件一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
理由如下：
《基本法》附件一的選舉委員會和第45條的提名委

員會同時有「廣泛代表性」的要求，故此兩個委員會
的「廣泛代表性」要求應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詮釋，故
此兩個委員會應有相同或相似的組成。
選舉委員會由香港4大界別人士組成，具有廣泛代
表性，包括了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符合
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保
持香港繁榮穩定。選舉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這方面
的功能和目的應是一致的。
選舉委員會過去行之有效，由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

的800人增至第三屆的1,200人。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組成亦符合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12月9日作出《決定》時認
為，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
成，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若干候選人。
提名委員會須按民主程序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
因提名委員會是由委員會整體以委員會名義提

名，因此任何提名須反映整個委員會的集體意志，
故委員會須按民主程序，如通過投票，提名若干名
候選人。
從上所見，由一個廣泛代表性提名委員會提名行

政長官候選人是《基本法》的規定，符合社會各階

層、各界別和各方面「均衡參與」的原則，確保行
政長官候選人在社會各行各業有廣泛的支持，促使
當選的行政長官能以整體社會的利益為依歸，兼顧
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有利於資本
主義經濟的發展，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所有符合
《基本法》第44條的人士均可參選，爭取提名委員
會的提名，故此《基本法》的提名規定是公平的、
合理的。
從上可見，所謂「公民提名」，「政黨提名」，

均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不符合「均衡參與」
的原則，只會架空、繞過或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整體
實質提名權，只能是違背《基本法》及無效的。

「一國兩制」憲制下行政長官必須具備
的「愛國愛港」條件

在去年兩會期間，俞正聲主席發表了愛國愛港力
量長期執政的講話。
喬曉陽主任在去年3月24日講話重申：
「中央政府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

官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在制定『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過程中，鄧小平十分強調『港人治
港』的標準和界限，就是管理香港的人必須愛國愛
港。」
在「一國兩制」的憲制下，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
愛港人士擔任，不能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是
基本的政治倫理，亦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必
然要求，是不言而喻、理所當然的。在法律上，這
個基本要求充分體現於《基本法》的法律條文，包
括有關「一國兩制」、特區法律地位、中央和特區
關係、及行政長官職權的規定。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是國家不可分

離的部分(第1條)，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12條)。
行政長官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第15, 45條)，是特區
和特區政府的首長，代表特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特
區負責(第43, 60條) 。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
和適用於特區的其他法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
《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代表特區

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第48條)
等等。試問與中央政府對抗的行政長官能盡忠職守
(第47條) 履行以上的職權嗎？
一個不是愛國愛港、與中央對抗的行政長官，能
否履行誓言，盡忠職守，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
展利益，保持特區的繁榮和穩定，擁護 「一國兩
制」的實施？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喬曉陽主任所說，愛國愛港的標準是難以用

法律條文來界定的，而是要在香港民眾心中架起這
桿秤，由提名委員會和選民先後作出判斷，最後由
中央政府作出判斷，決定是否任命上報的行政長官
人選。

尊重「一國兩制」，依法推動政制發
展，達至普選行政長官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社會各界都需要尊重、珍
惜和維護來之不易的法治制度，必須尊重「一國兩
制」的憲制安排，必須尊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
會的《決定》，必須尊重法紀。所謂「公民提
名」、「政黨提名」 都是不符合《基本法》的規
定，採用這些提名方式，只會構成越權行為，是違
背《基本法》和無效的。所謂「佔領中環」、「公
民抗命」是漠視法紀的行為，破壞香港法治的核心
價值，動搖香港的法治基石，影響香港的經濟發
展，和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
香港社會各界必須尊重「一國兩制」，依法推動

政制發展，才能達至行政長官普選的目標。若政改
方案遭到反對派的反對而不獲得2/3立法會議員通
過，特區政制將會原地踏步，政治爭拗將會持續，
香港繼續內耗，影響經濟發展、社會繁榮穩定，實
非港人之福。
特區政府目前正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進行諮詢，特區政府開放兼聽，香港各
界應當珍惜機會，理性務實，有商有量，衷誠合
作，凝聚共識，共同依法推動政制發展，落實好
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一起為特區政制發展依法
譜寫新的篇章。 （二之二，全文完）

尊重「一國兩制」依法推動政制發展達至普選

姚榮銓 姚 姚

聆聽總理良言 好消息化好結果

特首梁振英本月12日接獲中央政府通知，已接納
其建議，倡議多時的立法會議員北上訪問團即可成
行。全體議員定於下月12日至13日訪問上海及參加
研習交流。本港主流媒體競相報道謂之「好消息」，
筆者盼望這「好消息」能化為皆大歡喜的「好結
果」！如何才能修成皆大歡喜的「好結果」？李克強
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答中外記者問時的幾句金玉良言，
值得奉送給眾位本港立法會議員品讀。

加強交流 互動共贏
其一，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這是李克強總理

回應本港傳媒記者提問是提及的。他先指出，「香
港在祖國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作出了重
要貢獻，我們現在全面深化改革，促進經濟升級，
也給香港發展帶來更大的空間。」總理一席話，讓
全體立法會議員訪滬臉上有光。接李克強總理又

說：「中央對港澳的政策是一貫的、明確的，中央
政府會繼續支持香港，保持並且提升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內地正進一步擴大開放服務
業，香港在這方面有專業優勢，近水樓台可以先得
月！」
梁振英特首上京參加兩會活動，與上海市委書記

韓正會面。韓正書記真誠地說，上海在發展服務業
方面要向香港學習借鑒，並熱忱歡迎香港能在世人
矚目的「中國上海自貿區」發展中，與上海互動共
贏。其實，港人已經在上海「先得月」了。本港知
名企業家羅康瑞先生的「新天地」名氣蓋過「老城
隍廟」，已成為上海新地標；滬港文化交流協會名
譽會長黃瀚泓先生是中國文化創意的領軍人物，他
開發的「８號橋」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肯定，稱讚
其為「最精緻的創意產業園」。梁振英特首對上海
熟門熟路，是帶領立法會議員訪滬的最佳導遊。

拒絕內地好意難向選民交代
其二，是「幹一寸勝過說一尺」。立法會議員訪

滬的好消息傳來，大多數議員興高采烈，只有幾位
要擺架子、耍態度、開條件，似乎敬酒還不高興去
吃呢。以往回不了內地，這些朋友又吵又鬧想回
鄉，渴望了解「一國」，口口聲聲地標榜是「愛國
愛港」，現在願望成真卻180度大轉身，實在不夠
意思。還是李克強總理說的有道理，實際幹勝於說
大話。議員的言行必將受到選民的監察，影響今後
選票，只說不幹白拿納稅人的俸祿，哪能交代得
了。

議員應作出明智選擇
其三，是「智者求同，愚者求異」。有消息透

露，立法會議員訪滬，可能中央會有官員在滬與眾
議員會面交換意見，機會難得，機不可失。去年，
兩岸媒體共同把「進」字作為台灣和內地的年度漢
字。眾所周知，「一國兩制」原是鄧公為和平統一
台灣所設計的，港澳回歸祖國先行先試。實踐出真
知，咱們要實踐好「一國兩制」才是。倘若台灣
「進」到香港前頭，諸位議員的智慧是該打「！」
還是「？」，應該作出明智的選擇。

立法會議員訪滬的好消息傳來，大多數議員興高采烈，只有幾位要擺架子、耍態度、

開條件，似乎敬酒還不高興去吃呢。以往回不了內地，這些人又吵又鬧想回鄉，渴望了

解「一國」，口口聲聲地標榜是「愛國愛港」，現在願望成真卻180度大轉身，實在不

夠意思。李克強總理在人大閉幕後答中外記者問時的幾句金玉良言，值得奉送給眾位本

港立法會議員品讀。讓好消息轉化為皆大歡喜的「好結果」。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解惑篇

■香港普選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圖為本港五大商會舉辦的政制發展諮詢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