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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律師公會認為，白皮書不應將法官形容為
治港者，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昨日指出，從廣義角度
來說，「政府」是包括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將
法官定為治港者，沒有任何問題，亦不會影響本身
的司法獨立及終審權。事實上，本港的司法系統屬
於特區管制架構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行使基本法賦
予的公權力，法官當然屬於治港者。這與獨立的司
法權並不矛盾。要求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
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
本法的重任，不但無損獨立的司法權，而且有助法
庭更好地處理涉及基本法條文的案件。

在政治學上，政府的概念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
種。狹義的政府指的是行政機構；廣義的政府則包
括行政、立法及司法機構。本港的司法系統屬於特
區管治架構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行使基本法賦予的
公權力，法庭判決影響經濟民生政策，所以將法官
歸類為治港者並沒有不妥，與獨立的司法權並不矛
盾。白皮書對獨立司法權亦已作出明確表述，強調
在嚴格按照基本法規定的基礎上，香港依法實行高
度自治，充分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各
級法院是特區的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從大律師公會與律師會在司法人員應否稱為治港

者上的不同看法，恰恰反映白皮書有助促使社會各
界更深入地討論「一國兩制」的含義和原則，釐清
外界對於基本法認識的偏差。正如白皮書指出，本
港社會有些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
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當下本港正就特首普選
展開熱烈討論，但社會有些人對於愛國者治港、普
選必須嚴格依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的原則底
線，或者存在片面理解，或者故意扭曲，白皮書全
面而系統地闡述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明確「一國」
與「兩制」的關係，正本清源，激濁揚清，有助推
動社會的政改討論返回正軌。

必須看到，愛國者治港是中央對香港特首普選的
底線。整部基本法的精神，都滲透了「愛國者治
港」原則。基本法第43條規定，行政長官對中央
政府和特區負責。特首和主要官員就職的誓詞，是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是基本法
的必然要求，也是為了維護香港利益。如果與中央
對抗的人掌握香港的執政權，後果不堪設想，屆時
中央與特區關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
聯繫必然嚴重損害，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
裂，這將根本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

法官屬於治港者 有責執行基本法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昨日表示，在

本周五審議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
請的會議，不希望再發生衝擊立法會的事
件，他作為主席，應確保審議程序有效
率，不能令會議「沒完沒了」，他會承擔
起責任。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申請已經
過充分討論，財委會主席出手剪布有先
例、有道理，不能怯於暴力衝擊的壓力，
讓會議無了期地拖下去，令新界東北發展
前期工程無法展開。

正是由於反對派議員玩弄拉布戰術，財
委會有關新界東北前期工程撥款申請的討
論陷入僵持狀態。如果由財委會委員自行
決定是否剪布，意味要反對派議員放棄
拉布，這如同與虎謀皮。財委會已就新界
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進行過5度會議，
該討論的問題早已討論完畢，若不結束討
論付諸表決，反對派議員還會拋出大量的
無聊臨時議案，討論只會沒完沒了地拖下
去，永遠也進入不到表決階段。因此，財
委會主席一日不出手剪布，討論就將拖多
一日，不可能有結束的時候。

其實，以往高鐵工程、長者生活津貼的
撥款申請，同樣遭到拉布，最終都是由財

委會剪布而解決問題。如今新界東北發展
計劃已經策劃了3年多時間，關係到本港
20萬人的住屋問題，市民對計劃有殷切期
望，特區政府亦多次到立法會解釋計劃的
詳情。無論是根據財委會的過往經驗，還
是民意的取向，財委會主席都有充分的理
由決定剪布。

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遭到激進反對派人士
的惡意攻擊，上周五發起的暴力衝擊，就
是針對財委會的審議，向支持剪布的財委
會主席和建制派議員施以顏色。立法會議
員審議法案，進行表決，是神聖的職責，
受到《基本法》及《立法會（權力及特
權）條例》的保護。在暴力恐嚇面前，財
委會主席和建制派議員更不能示弱，不能
放棄表決的權力，否則等同向暴力行為投
降，縱容暴民政治氾濫。立法會議員依法
行使投票的權力不容挑戰。暴力衝擊立法
會的行為受到市民和輿論的強烈譴責。特
區政府亦有足夠能力保障立法會議員的人
身安全。邪不能勝正。財委會主席應該無
畏無懼、理直氣壯地剪布，這才是對市
民、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

（相關新聞刊A4版）

財委會主席須果斷剪布
A4 重要新聞

「常人包」十理據打沉「土正聯」歪論
反駁長毛衛星組織對新東北發展失實指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前社民連長毛的衛星組織「土

地正義聯盟」在網上製作所謂「新界東北『懶人包 』」，以片

面的理據提出十個要求政府立即撤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的理

由，意圖抹黑新界東北發展，阻撓計劃前期撥款，打擊政府施

政。發展局昨晚在 facebook專頁作出反擊，發布「新界東北

『常人包』」，就該十個理由提出全面、準確的數據和分析，

回應現時多項對新界東北的錯誤或失實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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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財委會上
周五第五度審議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時，
因再度遭受激進團體衝擊而被迫休會。財委會主
席吳亮星昨日表示，不希望再出現衝擊立法會的
事件，因為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已
召開10節會議、用了20小時審議，認為審議時
間是「史無前例充足」。他說作為主席應確保審
議程序有效率，不能「沒完沒了」，又認為自己
是為了服務社會而承擔，並無怨言。

不希望再見有人衝擊議會
吳亮星昨日表示，不希望再見到有市民衝擊議

會，當日就可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進行
表決。他說「議會始終係做議會」的地方，並強
調財委會一直都是跟足程序辦事。
吳亮星又表明不能接受議員一邊開會一邊提出

修正案，故目前正與秘書處研究本周五的議程，
會否根據議事規則37A限制議員只能提出一條問
題，但開會時仍會容許議員先就有關安排每人發
言3分鐘，之後再交由秘書處檢視。
他解釋，雖然立法會法律顧問指出，議員提交

的修正未必有上限，但也不能因此癱瘓議會運
作。他指新界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申請，已召
開10節會議、用了20小時審議，認為審議時間
是「史無前例充足」；財委會不可能就這筆撥款
「沒完沒了」加開會議，否則會癱瘓其他議程，
很難向公眾交代，所以作為主席必須作出決定。
吳亮星又認為自己對服務社會有承擔，並無怨
言。

梁美芬促主席承擔責任
被問及會否在議員發言 3分鐘後立即「剪

布」，吳亮星回應指屆時要交由財委會委員投票
決定。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批評，吳亮星的
決定等同向委員會成員推卸責任，強調擔任主席
就要承擔責任作決定。
另外，吳亮星又透露，上周五休會的決定是聽

從立法會主席和秘書長的建議。他稱，當晚約9
時20分，他收到一張由秘書長簽的書面紙條，
指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秘書長陳維安都建議，在
安全角度考慮應該將會議暫停，而由於自己當時
看不見會外的情況，故相信秘書處和曾鈺成的建
議，決定休會。
其實，在上周五下午，秘書處發現固定鐵馬的

索帶被剪斷，已報警請警方來戒備，但在晚上8
時許，示威者開始衝擊立法會時，警員並未出
現，到有人想撬開玻璃門時，警察才由立法會大
堂內走近大門。有行管會成員質疑警方的部署，
又認為單是架起鐵馬，難以有效阻止示威者衝入
大樓，希望行管會今日會議檢討上周五的保安及
加強本周五的保安安排。

■吳亮星(小圖)表示，新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審議時間是
「史無前例充足」。 資料圖片

「常人包」逐點反擊「懶人包」
1.新界東北90多公頃的房屋用地，公私營房屋比例為4:6，只有36公頃公屋，
其餘54公頃都是豪宅？

●公私營房屋佔地比例約一半半；公私營房屋單位比例為6：4，其中只有0.2%
規劃作低密度住宅。

2.公營房屋用地只佔新界東北面積6%，其餘94%土地都是多餘或起豪宅？
●整個新界東北發展區612公頃，可發展面積只有約300多公頃，其中約三成
約90公頃用作房屋用地。

3.巿區有4,000公頃閒置土地，足以起45個東北？
●現時全港未批租或撥用的政府土地，很多是座落於不適合發展的地方；餘
下位於住宅地帶內的土地，必須先經技術評估方可確定是否可以發展。

4.170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可取代612公頃的新界東北？
●當局於今年1月把高球場納入《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行性研究》中一併
研究，希望透過全面及綜合的規劃，以確定該土地的長遠土地用途和發展
潛力。

5.毀人家園？
●初步估計受計劃影響的新界東北居民約1,000戶，當中不少是住在搭建在政
府土地上或私人農地上的未經許可構築物，即俗稱的寮屋或者牌照屋。

6.長者冇屋住？
●當局計劃2018 年會搬遷300名長者；2023 年才會搬遷餘下約600名長

者。現時石仔嶺花園附近，會興建一座新的可提供約1,100個宿位的安老院
舍容納現居石仔嶺花園的合資格長者。

7.不符合程序公義？
●大型發展計劃的前期工程詳細設計和城規程序同步進行，是過去一貫的做
法。

8.原址換地是利益輸送？
●新界東北土地的業權誰屬，絕對不是當局的考慮因素。
9.摧毀本地1/4活躍農地和鄉郊環境？
●新發展區內受影響的常耕農地只是28 公頃。同時，新界東北預留了58 公
頃土地作農業。

10.開放予內地居民自由出入？
●新界東北是香港人的新巿鎮，當中60%房屋單位供應均是為香港人提供的
公營房屋，亦不涉及任何旅客出入境政策的改變。

發展局昨晚在facebook專頁以「新界東北『懶人
包 』」10點的方式製作「常人包」，相當幽

默地對近日的失實指控作出反擊。發展局指「懶人
包」雖然方便快捷，但若真心關注新界東北發展的
市民絕不會甘於停留在「懶人包」的層次，所以當
局突別準備了篇幅較長、內容較全面、準確的「常
人包」，又希望大家都能以「平常心」，花點耐性
和時間閱讀和分析。

發展區可提供單位逾6萬
事實上，所謂「新界東北『懶人包』」的指控可
簡單地歸納為5點，包括發展新界東北不能解決香港
房屋問題、政府有多幅閒置官地沒有發展、原址換
地有利益輸送之嫌、計劃違反程序公義，及計劃犧
牲了本土農業和鄉郊生態。不過，若閱讀「常人
包」後，不難發現「懶人包」的理據是非常企不住
腳的。
發展局表示，新界東北發展區共約90公頃的房屋

用地，可提供60,700個房屋單位，是香港中長期房
屋供應的主要來源之一，亦是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的
方法之一。發展局又反駁新界東北的公私營房屋比
例為4：6，當中54公頃都是建豪宅的說法。局方
指，以佔地比例而言，公私營房屋佔地比例約一半
半；以單位比例而言，公私營房屋則比例為6：4。
至於被指為「豪宅」的低密度私人住宅單位，其

實佔地只有約1.6公頃，即整個發展區面積的0.2%。
發展局解釋，有關用地規劃作低密度住宅，是由於
有關用地遠離主要交通基建，而區內公營房屋和中
小型私人住宅，則鄰近主要交通基建。
發展局補充，明白社會上有意見提出發展粉嶺高

爾夫球場以替代新界東北。局方指，事實上當局在
今年1月已把高球場納入《發展新界北部地區初步可
行性研究》中一併研究，希望透過全面及綜合的規
劃，以確定該土地的長遠土地用途和發展潛力。
局方續說，雖然高球場面積約170公頃，但當中有

不少河流和古樹，可發展面積不如外界所聲稱般
大；加上新巿鎮必須有完善的配套，並不是只有房
屋用地就可以，所以聲稱高球場可提供6萬單位的
人，其實是不了解工程的可行性及相關社區配套安
排，如道路、學校、公園、圖書館，及社區會堂
等。因此時間上、規模上，高球場均不可成為新界
東北的替代方案。

官地多座落不可發展位
發展局又解釋了閒置官地沒有發展的原因。局方
表示現時全港未批租或撥用的政府土地，很多是座
落於不適合發展的位置；餘下位於住宅地帶內的土
地，則須先經技術評估方可確定是否可以發展，其
中個別經評估後合適的用地，已經陸續撥作房屋發
展用途，但亦有被批評為「見縫插針」式建屋。因

此中長期而言，要提供較大規模的可發展用地，建
立一個基建和社區配套較為完善的居住和就業環
境，必須發展新一代的新巿鎮。
對於原址換地有否利益輸送之嫌，局方表示，新

界東北新發展區會一直由政府主導推行。政府規劃
新界東北的土地用途時，只會考慮良好的規劃原
則，例如公營房屋、高中密度的私人住宅，須靠近
主要交通基建，方便巿民出入，而現時新界東北土
地的業權誰屬，絕對不是我們考慮因素。局方又
指，今次計劃提出了多項更嚴格的條件，以確保用
地符合政府的發展時間表。
發展局強調，計劃並沒有違反程序公義，因此大型
發展計劃的前期工程詳細設計和城規程序同步進行，
是過去一貫的做法。其他計劃如安達臣道石礦場，也
是一邊進行城規程序，一邊進行前期設計。在可行情
況下同步進行所須工序，是盡量壓縮發展實施時間
表，盡早提供發展房屋及其他設施的必要做法。

傳內地居民自出自入非事實
發展局又澄清新發展區內受影響的常耕農地只是

28公頃，當局已為受影響的農戶在古洞南勘察適合
復耕的土地。局方特別強調，新界東北是香港人的
新巿鎮，不涉及任何旅客出入境政策的改變，批評
發展區是開放予內地居民自由出入是無中生有，混
淆視聽的指控。

■「常人包」列舉理據反駁歪論。 發展局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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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系列社評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