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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確幸」這個詞風靡兩岸四地。著名作家
村上春樹用這個詞來描述「微小但確定的幸福」。也
許，摸一摸口袋，發現了昨天遺忘的零錢；來到巴士
站，要等的巴士剛剛到站；到了辦公室，咖啡剛剛煮
好；想到愛人時淡淡的甜蜜……這種小小的快樂流淌
在生活中，為忙碌的生活擠進了一抹美好。在旁人的
眼裡，也許這些微小的細節都不值一提，甚至根本沒
有察覺到它們的存在。是否擁有這種小小的幸福，只
有在幸福那一瞬間的自己才能知道。

可是，有的人喜歡為自己塗抹上「民主」的油彩，
去衡量別人的幸福。5月6日，「佔中」運動選出3個
在「政改商討日」中得票最高的方案，準備於6月22日
提交「全民投票」。這種「街頭民主」的產物，按照
「佔中」行動發起者戴耀廷先生自己的話，只能「反
映佔中支持者支持公民提名」（《蘋果日報》2014年5
月8日）。其言如斯，其行則未必如斯。在「佔中」行
動的發起者和積極擁護者眼裡，「街頭民主」就是
「真民主」，不承認或者反對的人們，就是「打壓民
主」。那麼，民主「真」的是這樣的麼？

不可以己見代表他人
當然不是！民主首先是一種價值，是人們對社會獲

得美好善治的嚮往。健康的民主，既要尊重多數的選

擇，也要包容少數的意見，所有的觀點經過充分協商
後形成社會共識。每個人在民主的社會下都有權利發
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己的觀點。任何人都不能用自
己的意見去代替別人的意見。否則，他所理解的民
主，就不是「德先生」的那個民主，而只能是「為民
之主」、「替民做主」中的「民主」。支持「佔中」
的香港民眾，當然有權利去表達他們的意見。然而，
如果將他們的意見當作港人的意見，將他們的意見作
為港人有限的選項，讓他們替全體港人做主，豈不是
用「小圈子」意見代替社會共識，使港人「無得
揀」，這就違背了民主的基本常識，恐怕也不一定符
合絕大多數支持「佔中」民眾的初衷。

民主也是一套程序。民主絕不是「比嗓門」的遊戲，
也不是「點人頭」的戲碼。民主需要遵循既定的程序，
以符合民主的形式理性，「全民授權」不是自我授權。
從種類上而言，民主有通過民選的議會行使權力的代議
民主，也有以公民投票為主要形式的直接民主。無論是
代議民主，還是公民投票，都必須遵循既定的程序。各
國各地區對於民主程序的規定並不一致，但大體都包括
以下要素：1、每個人自由、平等參加民主程序、表達意
見的權利；2、透明、完備的資訊公開機制；3、權威、
公正且被置於監督之下的表決程序。

擬議中的「6·22全民投票」雖沒有使用「公投」一

詞，但「佔中」的發起者將其作為一種變相「公投」
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可是，這種「全民投票」缺乏
幾乎所有民主程序的要素，根本算不得是一種民主形
式：1、「佔中」和「政改商討日」更像一種「比嗓
門」的遊戲，對於任何異己意見「貼標籤」式的諷
刺、挖苦乃至謾罵，排除非「公民提名」之外的任何
方案，給出了三個高度同質化的備選方案，壓制了
「非自己」的任何聲音，上演「只問敵我、不分對
錯」的戲碼，「佔中」發起人自己所言的民主「多
元」、「包容」等價值，根本無處可尋；2、普選改革
這樣涉及港人切身利益的憲制性問題，各種方案如何
出台、背景如何、具體的制度設計如何鋪展，都需要
做到資訊的公開、透明，讓港人在心中有數的情況下
進行自主選擇，但是，從「政改商討日」的情形來
看，凡是反對「公民提名」的信息都被以各種理由忽
略了，高深莫測的「國際標準」如何成為牽涉港人利
益的重大選項等重要信息都被模糊處理了，在信息不
對稱的情況下，港人即便參加了「全民投票」也只是
被充當統計學意義上的「人頭」；3、「6·22全民投
票」的表決方式幾乎類同兒戲，「選票」上突如其來
的「棄權」選項、用以增加統計數字的「雙問題
票」，以及電子競技般的「電子投票」，都毫無嚴肅
性和權威性可言，讓「6·22全民投票」顯得更像一部
打「民主」旗號的政治鬧劇。

民主離不開法制
民主歸根到底離不開法制。喜歡「小確幸」的人們

可以選擇遠離各式各樣的「民主」喧囂，但無法遠離

法制。稍有法學常識的人也應當知道，真正的民主與
法制須臾不可分離，缺乏法制的民主與暴政無異。在
世界範圍內，「公民投票」儘管是一種直接民主的形
式，但並不是「法外之地」，更不具有顛覆法律的能
量，而是受到嚴格的法律規制。香港回歸17年來，基
本法的憲制性作用已經凸顯，基本法成為香港繁榮穩
定的法制保障。基本法確認了港人的民主地位，規定
了香港的民主體制，對於特首選舉制度的討論與修
改，也都必須建立在基本法的基礎上，通過充分、多
元、平等的協商，達成社會共識。其間可能有反覆、
曲折，甚至各種意見的激烈衝突，只要不離開基本法
的軌道，這些都是正常的，能夠為民主體制所包容
的。基本法構成了香港政治前途的法制基石，也是香
港實現真正民主的唯一憲制依據。

「6·22投票」如小圈子民調
「6·22全民投票」是什麼？如果非要一個合理的解

釋，本文更願意將其理解為一個小圈子的民調。這一
點實際上也為「佔中」行動的發起者自己所承認。這
一缺乏科學性和嚴肅性的「民調」當然不能作為任何
決策的依據，也無關民主與民意，更不可能構成某種
壓力。希冀「小確幸」生活的人們，有權利自己去感
知生活的快樂與幸福，也有權利去選擇自己的未來，
更有權利決定香港的未來。獅子山下的港人，已經用
艱辛努力寫下了不朽的香江名句，也完全能夠用這種
屬於港人的自信—而不是借助他人之手，以基本法為
基礎、在香港法制框架內形成社會共識，在基本法的
庇護下，享受那種忙碌、充實且「小確幸」的生活。

祝捷 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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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全民投票」的民主思考

行會准公僕加薪 下月立會審
中低層統一加4.71% 如過關追溯4月1日生效

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考慮過4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就公務員薪酬調

整方案的回應後，決定落實是次薪酬調整。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已充分考慮到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6項因素，
即從薪酬趨勢調查得出的薪酬趨勢淨指標、香港經
濟狀況、生活費用的變動、政府的財政狀況、職方
對薪酬調整的要求，以及公務員士氣。

依方案引用「調高」安排
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在考慮上述6項因素以
及職方對薪酬調整方案的回應與理據後，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認為今年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應與薪酬
調整方案相同。根據薪酬趨勢調查報告，高、中、
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薪酬加幅分別為5.96%、4.71%
與3.8%，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引用「調高」
安排，將低層公務員的加幅由報告得出的3.8%上調
至4.71%，與中層看齊；首長級人員的加薪幅度則與
高層公務員一樣為5.96%。

鄧家彪料起標杆作用
工聯會立法會議會鄧家彪認為，若從勞工角度去

看待今次調薪幅度，可以接受，亦相信能起標杆作
用，讓私人企業參考。不過，他認為當局並無充分

考慮到薪酬調整機制下的各項因素，亦無就工會意
見去調整加幅，回應不足，令人遺憾。
他指出，當局在考慮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下的6項因

素後，仍只是根據薪酬趨勢調查去釐定最終加幅，令
人懷疑機制屬名存實亡。他促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鄧
國威在來年薪酬調整時，充分考慮各工會意見。公務
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指出，中、低層級別公務
員加幅看齊，可以接受，相信今次調薪有助提升公務
員士氣。

工會：未達5.1%失望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代表李惠儀表示，

曾期望政府回應訴求，將中低層級別公務員的加薪幅
度提高至5.1%，以協助他們應付通脹問題，對最終未
獲接納感到失望。曾表示不排除會退出薪酬趨勢調查
委員會的李惠儀表示，會尊重機制，至於明年會否繼
續參與，會再諮詢會員後才決定。至於已退出薪酬趨
勢調查委員會的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陳祖光則對加
幅表示失望，認為當局無充分諮詢工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拍板通過公務員加薪方案，

首長級及高層薪金級別公務員薪酬加幅為5.96%，中、低層薪金級別公務員加幅則為

4.71%。當局將會在下月11日舉行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呈交是次薪酬調整建

議。如獲委員會批准，上述薪酬調整會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生效。

工聯會盼機管局勿輕言輸入外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失業率維持
平穩。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本港最新失業率為
3.1%，與上一個季度相同，同期就業不足率則由
1.4%升至1.5%。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出，
失業率連續第五個月維持在16年來的低水平，而
總就業人數則接近歷史高位，反映勞工市場仍然
緊絀。然而，隨着全球經濟復甦步伐不穩，加上
未來數月會有新一批畢業生及離校人士投入勞工
市場，可能會逐步對勞工市場構成一些壓力，當
局會密切注視相關發展。

就業不足率微升
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3月至5月的失業率為

3.1%，與2月至4月相同；同期就業不足率為
1.5%，則較對上一個季度微升0.1個百分點。同
期總勞動人口增加約1.8萬人至386.4萬人；失業
人數減少約500人至12萬人；就業不足人數則由
5.2萬人升至5.9萬。與2月至4月比較，最新失
業率上升主要見於資訊及通訊業與餐飲服務活動
業；下跌則見於建造業與運輸業。就業不足率方
面，上升主要見於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業。
張建宗指出，本港失業率連續第五個月維持在16

年來的低水平，勞工市場仍然緊絀，但香港經濟
的下行風險最近有所增加。他表示，除全球經濟
復甦步伐不穩，以及地緣政治風險增加之外，近
月本地消費市道的放緩趨勢，亦是值得關注的發
展，「這些內外不明朗因素，加上未來數月會有
新一批畢業生及離校人士投入勞工市場，可能會
逐步對勞工市場構成一些壓力。」

勞處續協助求職
他表示，當局會保持警覺，密切注視相關發

展；勞工處亦會繼續為求職者提供全面的就業支
援服務，以及加強在較偏遠地區的就業服務。勞工處未來
會繼續在不同地區舉行大型招聘會，以促進就業資訊流
通。除了剛於上周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合辦的「香港國際機
場2014職業博覽會」外，勞工處亦將於下月16日至18日
於將軍澳健彩社區會堂舉辦另一大型招聘會。

張
建
宗
：
失
業
率
有
上
升
壓
力

周生生：趕遊客打擊零售業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陳家恩）周生生(0116)主席兼
集團總經理周永成昨在股東周年大會後表示，本港近期出
現較多事件，影響了旅客的購買意慾，令旅客購物時「無
咁暢快」，而這些行動會影響集團業務。
他續指，限制個人遊來港人數，對生意有一定影響，故他
認為香港人應居安思危，生意過分依賴政策是不智之舉，惟
集團開店及增聘人手一向採取保守及審慎態度，故一直未有
過度擴張，故相信暫無必要採取任何裁員及關店措施，而未
來亦將繼續以同樣審慎及保守態度發展。
周永成表示，過去3年受惠於個人遊政策和金價回落

下，黃金及相關首飾行業生意特別蓬勃，前線員工因而出
現「被寵壞」的情況。他認為現時集團應返璞歸真，注重
貨品質素、信譽及服務水平，同時將增加關注本港消費
者。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韓詠儀）
機場第三條跑道的環評報告即將發
表，工聯會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
會預計2016年及2017年是人才需求的
高峰期，希望政府及機管局關注機場
人力資源發展的可持續性，作出適當
的配合，不要輕率決定輸入內地勞
工。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張
樞宏指目前人手不足問題愈趨緊張，
機場正在擴建，估計在第三條跑道建
成後，需要141,000人投入服務，擔心
現有的薪酬及進修制度難以吸引大批
人才入行。他擔心若人手不足，會令
航班延誤，也令員工的工作量增加，
影響機場的未來發展。
他又表示，人手短缺令工人經常

需要加班工作，操勞過度令發生工
傷的機會大增。他指2013年有76宗
工傷個案，今年 5 月已累積至 46
宗，比去年同期多10宗個案，長遠
來說職安問題值得關注。
他又指現有的薪酬制度不吸引，

難以挽留人才，他坦言曾有公司的
員工流失達七成，擔心人手不足會
引致服務水平下降。因此希望政府
提供在職培訓，挽留人才。

葉偉明倡改善薪酬培訓新人
該會副秘書長葉偉明認為政府只關

注環評及經濟效益方面，忽略人力資
源發展的問題。他指出政府比較關注
飛機維修及地勤服務業，忽略停機坪
處理人員，包括貨物裝卸及清潔等。

他認為資方改善薪酬制度及政府辦好
本地職業培訓才是可持續的方法，輸

入外勞並不能解決長遠的勞工需求問
題。

港燈：增天然氣發電符港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曉霞）

就政府早前發表的未來發電燃料組合
方案諮詢，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昨
日明確表示支持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
比例至六成，否定從南方電網購買三
成電力的建議。他認為方案一，即是
購買南方電網三成電力，在未成功試
行的情況下存在太多的未知因素，有
損香港本土利益；反而作為方案二的
增加天然氣發電是較為實際且符合香
港整體利益的選擇。

氣價達高位料將下調
港燈表示，根據政府提出的四大
能源政策目標，無論是安全性、可
靠性、環保性還是合理價格方面，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都是較為
有優勢的方案。在價格穩定方面，
本地天然氣價格在2011年已達到歷
史高位，極有可能保持目前相對穩
定的水平，並有下降空間。反之，
若買入網電，香港將失去議價能
力，價格不穩定的同時，將難以有
效保證供電質素。
另外，輸入網電存在技術運作及聯

網帶來的不利風險，在供電可靠度上
極不確定。而香港本身配備有世界一
流的供電技術，政府是否應該冒險接
受這個存在較高風險及耗時耗費的方
案，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

明顯較燃煤發電環保

若要考慮環保因素，低排碳量的天
然氣發電也比燃煤發電的網電略勝一
籌。尹志田認為政府沒必要放棄可以
明顯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的增加天然
氣發電比例方案。他堅信買入南方網
電只是簡單的將排放物轉嫁至內地，
相當於「不要在我家後院」的心態，
加劇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問題的同
時，也會間接影響到香港本地的空氣
質量，實在損人不利己。
而且方案二亦能避免本地發電規模

縮小，導致大量就業機會外流。因
此，增發天然氣是有利於香港電力行
業技術的保留和傳承的。
港燈認為高額的基建費用和長逾

十年的工程時間都令網電購買成為

一個存在太多未知因素的方案。相
反，本地天然氣發電在2015年就可
達到四成比例，在2023年即能增加
到六成的發電比例，即是方案二的
預期結果。

■尹志田認為增加天然氣發電較實際
且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選擇。

劉國權 攝

■葉偉明指停機坪處理人員被忽略，認為資方應改善薪酬制度及政府辦好本地
職業培訓。 韓詠儀攝

純官：內地客消費減緩開店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正檢討個人遊政策，身兼周大福
（1929）主席鄭家純昨日表示，現時「減不減未知」，但周
大福的生意已受到內地反貪、經濟波動、反個人遊等多方影
響。但公司有信心在正常情況下仍有增長，但開店方面，將
會放慢、睇清楚再開及着力提升單店效益。
香港4月零售數據顯示，來自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禮
物類別的銷售價值大跌39.9%，鄭家純表示，4月至6月份
的首季數據快將公布，加上去年搶金潮基數大影響，預期
公司表現亦將隨市場下跌，但對下半年銷售有信心可回復
正增長。他又透露，珠寶類產品在銷售件數及同店都有平
穩增長。
公司董事總經理黃紹基指，難估最壞情況，但即使個人

遊數量削減，公司會做好現時的個人遊業務，增強差異化
產品及客戶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