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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大批手舉示威
紙牌的反對派議員離開座位衝向特首，更有甚者竟向特首
擲玻璃杯，以致會議暫停，在香港社會中造成極壞影响。

我會同仁深刻體會到，香港是法治社會，回歸祖國十
七年來，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是有目共睹的。少數反對派
議員施行暴力刻意破壞議會秩序，與某些人此次「預演佔
中」行徑如出一轍。對此，我們義憤填膺，對其卑劣行為
表示嚴厲譴責，並一如既往地堅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依法施政。

公開譴責

香港東莞石排同鄉會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我國管治香港的憲制基礎
我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指根據中國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恢復行使主權，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
構成我國管治香港的憲制基礎。有一種觀點認為，中
國憲法不適用於香港，只有香港基本法才構成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憲法是
主權統一的象徵，我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回
歸並成為我國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的地方行政區
域，憲法當然也適用在香港回歸後設立的特別行政
區。

我國憲法規定了我國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
家的根本法，在全國範圍內，當然包括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憲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
立提供了法律依據，香港基本法的效力本身就來自憲
法。香港基本法不能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最高法律效力
的文件，也不適宜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小憲法」。
這是因為我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而按照我國單一制的
經典定義，單一制國家裏只有一部憲法。這與聯邦制的
情況恰恰相反，聯邦制國家有聯邦憲法和屬邦憲法，屬
邦憲法由屬邦自己負責制定、解釋和修改。香港基本法
卻不是這樣，基本法是全國人大制定的，其修改權屬於
全國人大（第一百五十九條），其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一百五十八條）。

香港基本法只能稱為「基本法」，而不能稱為「根
本法」。我國憲法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根本法」
和「根本大法」。「根」原意是指植物的根部，後來
用來比喻事物的本源。而香港的「根」在中國，香港
基本法的「根本」是中國憲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設
立及其運作，其根本依據在於中國憲法，而不僅僅是
香港基本法。香港基本法第一章稱為「總則」，而不
稱為「總綱」，這是因為憲法第一章就稱為「總

綱」，因此比照我國其他法律總則和分則的表述，將
基本法第一章稱為「總則」，這是意在表明基本法與
憲法不同。

憲法是我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行「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根本法律依據。香
港基本法是我國憲法的下位法，是我國政府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的具體法律保障。我國憲
法規定的有關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不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實施，然而，我國憲法有關堅持中央統一領導的規
定，有關國家主權、國防和外交的規定，有關最高國
家權力機關和最高行政管理機關的規定，有關國旗、
國徽、國歌和首都的規定，與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構成密不可分的整體，都應當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中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不僅共同構成了我國管
治香港的憲制基礎，而且也構成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自
身運作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遵守憲法和尊
重憲法的義務，有維護憲法權威的義務。

我國是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下恢復行使管治香港權力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我國自秦漢建立大

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起，香港就列入了國家版圖。這
種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就是我國憲法建立單一制
國家結構形式的歷史基礎。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一
條），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恰恰就是按照單一制理論構
建起來的。因此，我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解決，必然
也是按照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將其收回，必然也是在
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本身沒有主權，這就是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本
身不存在任何絕對的和最高的權力，其權力必須來自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授予。所以，香港基本法明確規
定香港的高度自治，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

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在內的權力，都是我國最高國家權
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的（第二條），香港的
法律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
地方行政區域（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與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既不是附屬
地與宗主國的關係，也不是聯邦制下屬邦與聯邦的關
係。更不能比照其他國家的憲法理論，將特別行政區
的高度自治稱為政治自治，將高度自治權裡行政管理
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的運作稱為行政
自治、立法自治和司法自治。

香港基本法第三章稱為「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
務」，而非「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這是因為在
我國憲法裏，具有國籍才稱為公民，而香港既非國
家，因此不能稱為「公民」，而只能稱為「居民」。
香港基本法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防務（第十四條），這裏使用「防務」而非「國
防」，也是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國防」難以成
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基本法賦予的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而建立起來的最高等級法院，不能稱為「最
高法院」，而只能稱為「終審法院」（第八十二
條）。這是因為根據我國對單一制的普遍定義，單一
制國家裏只有一個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只能是在北京
的最高人民法院，而在聯邦制裡，可以設立聯邦最高
法院和屬邦最高法院。

香港基本法雖然對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職權有
所列舉並劃分，然而在本質上，這是指香港特別行政
區權力來自中央，這是授權，而非聯邦制下聯邦與屬
邦的相互分權。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
體，本身沒有固有權力，既然沒有固有權力，又拿什
麼去與中央「分」呢？香港的行政區域，雖然是歷史
形成的，然而並非香港自行劃定，而是由全國人大確
定的，其行政區域圖是由國務院公佈的（全國人大
1990年4月4日決定）。香港雖然有權使用自己的區旗
和區徽，然而，區旗和區徽本身並非香港自行設計，
而是全國人大授權其使用的（第十條），其區旗區徽
圖案亦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1990年4月4日國家主席
令第二十六號）。

香港基本法反覆強調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來自
「授權」。第一，香港基本法明確規定香港的高度自
治、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來

自全國人大的「授
權」（第二條）。第
二，香港基本法在條
文裡明確規定中央人
民政府或全國人大常
委會「授權」行政長官、政府和法院處理有關事務或
行使權力，如對外事務（第十三條第三款、第四十八
條第九項規定、第六十二條第三項），司法互助（第
九十六條），船舶登記（第一百二十五條），民用航
空管理（第一百三十三條、一百三十四條），特區護
照和其他旅行證件（第一百五十四條），互免簽證
（第一百五十五條），法院解釋基本法（第一百五十
八條）等。第三，香港基本法有些條文雖然沒有出現
「授權」的提法，如香港應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
（第二十三條），可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國際社
會（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等等，但都
是建立在授權與被授權的法律基礎上。第四，香港基
本法規定中央還可以「授予」香港以其他權力（第二
十條）。

權力一旦授出，權力的授出者在通常情況下不再直
接行使該權力。然而，授權意味只是權力行使的轉
移，而非權力本身的轉移。有一種意見認為，權力一
旦授出，就不能再行使，如香港基本法規定全國人大
常委會授權香港法院解釋基本法自治範圍內的條款
（第一百五十八條），那就意味全國人大常委會不
能再解釋這一部分基本法的條款，這種理解是不對
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對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其
根本依據是來自中國憲法。正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
擁有對基本法的全面解釋權，所以，才可能將自治範
圍內的條款授權給香港法院解釋；但是，全國人大常
委會將自治範圍內的條款授權給香港法院解釋，不是
說將基本法這一部分條款的解釋權本身轉移了，全國
人大常委會仍然有權解釋香港基本法的所有條款。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既然來自中央的授
予，而中央作為權力的授出者，對授出的權力還享有
依法進行監督的職責。授權只能以法定為界限，凡是
未經中央授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不能擅自行使，也
不能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自行推導出來，自己「授權」
自己行使。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固有權力，也沒有聯
邦制下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 （全文完）

王 禹 澳門理工學院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若干問題的法理解讀

憲法是我國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實行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根本法律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遵守憲法和尊重憲法的義務，有維護憲法權威的義務。香

港特別行政區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的關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權力來自中

央，這是授權，而非聯邦制下聯邦與屬邦的相互分權。

■王 禹

論我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恢復行使主權」的內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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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學生「捽機」喪志
滿月嬰亦做「低頭族」衛署報告響警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香港人口老化，長者

與貧窮問題備受社會關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接受《公務員通訊》訪問時指出，當局必須加強照顧
長者，並為弱勢社群提供妥善的福利，但強調不會、
亦無能力走福利主義路線。在個別立法會議員拉布影
響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仍有多項撥款申請尚待處
理，當中包括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張建宗指有關政
策屬重要措施，清楚顯示政府矢志扶貧。

財案會議答千問 顯事務複雜
最新一期《公務員通訊》專訪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張建宗。張建宗指出，早前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為審議
2014至2015年度財政預算而舉行的特別會議，議員
共提出逾6,000條問題，其中由他負責作答的多達
1,291條，一方面說明勞工與福利事務的複雜性，且
有關議題亦關乎市民的「飯碗」，容易被政治化。
他認為，妥善處理該些基本民生事務，有助贏取民

心，對政府施政有很大裨益。
張建宗又謂，本港面對人口老化、生育率低企、勞

動力萎縮及市民對政府管治期望愈趨切的情況下，政
府會面對多方面的挑戰，當局必須加強照顧長者，並
為弱勢社群提供妥善的福利，同時亦要考慮如何應對
勞動力下降的問題，例如釋放婦女勞動力及延長退休
年齡等。

多照顧弱勢社群防民粹
本年度財政預算的福利撥款大約增加10%，但張建

宗強調，香港不是要走福利主義路線，將來亦不會
走，因為根本負擔不起，但可以對弱勢社群多加照

顧，以適度及合理的方式滿足他們的福利需要，而又不更流於
民粹。
張建宗又提到，將勞工及福利兩個政策範疇合併處理，是經過
周詳考慮後採取的明智策略，充分體現本屆政府以護老扶貧為當
務之急的施政方針，「我經常將勞工與福利比喻作一條河，勞工
是上游，福利是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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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倡歧視例「四合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電子屏幕產品愈趨普及，不少

兒童及青少年都成為「低頭族」，這不但會阻礙他們的身心發

展，更影響與家長的關係。衛生署昨發表「使用互聯網及電子

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諮詢小組」報告，顯示有近半中小學生

因而減少睡眠時間，更有45%學生的學業成績受影響。同時，

「低頭族」的數字愈來愈多，年紀亦愈趨幼小，有需要提醒新

一代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的影響。

■衛生署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學生健康服務)鍾偉雄（中）指，不應予兩歲以下
兒童接觸電子屏幕產品。 葉佩妍 攝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韓詠儀)平等機會委員會昨
日宣布就「歧視條例檢討」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
詢，到10月7日截止。平機會建議將現行4條歧視條例
統一合併為一條，方便公眾應用。另外亦對同居人士、
殘疾人士、新來港人士等對象加強保障的問題進行諮
詢，望擴大條例保障範圍。平機會主席周一嶽表示諮詢
範圍包含多條現行及可能涉及歧視的條例，希望公眾踴
躍提出意見，諮詢結果將在明年第三季提交予政府。

周一嶽：簡化條例與時並進
關於「歧視條例檢討」的公眾諮詢，平機會主席周一

嶽表示，是次檢討的目的是確保本港法例能與時並進，
持續有效地保障基本人權，落實基本法及有關國際公約
賦予的平等權利。平機會認為應該簡化歧視條例，並盡
可能統一各條例的內容，合併現時4條歧視條例能令公
眾更容易理解和應用法例，亦符合國際間保障免受歧視
及促進平等的做法。
其次，周一嶽指出有關騷擾的條例現時只保障僱員免

受有僱傭關係的人性騷擾。平機會希望擴大保障範圍，
在同一工作環境下，僱員能免受沒有僱傭關係的人性騷
擾。另外，關於種族歧視條例，平機會亦考慮將國籍、
公民身份、香港居民身份或其他相關身份列入受保障範

疇，期望為新來港人士及遊客提供更完善的法律保障。

研擴婚姻範圍 同居亦受保
平機會又提出應否擴大婚姻狀況的範圍，保障有事實婚

姻的人士，例如同居人士。周一嶽強調，平機會希望就沒
有正式結婚但雙方有如擁有婚姻關係的人士，應否受到法
律保障的問題作諮詢，與性傾向和同性婚姻的議題無關。
平機會法律總監潘力恆表示《殘疾歧視條例》也是另

一個重要議題，由於現行並沒有清晰地規定必須為殘疾
人士作出合理遷就的責任，因此平機會希望探討應否加
入有關的法定責任或規定，以助殘疾人士在僱傭、教育
和接受服務方面更充分融入社會。

派「簡易指引」下月4場諮詢會
「歧視條例檢討」的諮詢文件內包涵77條問題，以

八種語言印製，即中文、英文、烏都語、尼泊爾文、菲
律賓語、泰語、印度語和印尼語，並將派發予各個持份
者、不同團體、機構，以徵詢各界意見。另外平機會亦
準備了一份「簡易指引」，簡介了一些重要議題，確保
大部分公眾人士都能明白諮詢文件的內容。周一嶽表
示，平機會將在8月舉行4場諮詢會，並鼓勵公眾人士
積極向平機會提交寶貴的意見，促進人人平等。

諮詢小組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
以問卷成功訪問4,310位家長、

教師及中小學生，結果發現學前兒童
開始接觸平板電腦的年齡中位數為16
個月大，最年幼的從1個月大已開始
使用，而只有14%家長會經常陪伴子
女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相比49%家長
會陪伴子女閱讀的數字為少。

子女「迷網」 64%家長鬧仔
衛生署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學生健康
服務)鍾偉雄表示，20%的受訪中小學
生每天花超過3個小時使用互聯網，
約半數家長認為子女花過多時間於互
聯網，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另外，
有64%家長經常或間中因子女使用互

聯網或電子屏幕產品而與他們爭執。

醫生：不足兩歲不宜「玩機」
調查又發現，49%中小學生因使用

互聯網或電子屏幕產品而減少睡眠時
間、45%學生的學業成績受影響及
37%學生因而放棄戶外活動。然而，
鍾偉雄指兒童及年輕人應多進行戶外
活動及運動，學前兒童每日最少需要
3個小時，而中小學生則需要1個小
時。他續稱，不鼓勵及應避免兩歲以
下的小童接觸電子屏幕產品，2歲至6
歲的兒童及小學生則應於家長或老師
的指引下，每日使用不多於2小時，
「中學生比較難設定他們的使用時
間，但家長應教導他們留意長時間使

用電子屏幕產品對健康的影響，讓他
們學懂自我控制。」

電子屏幕 長用致肥
另外，報告綜合本地及外國的研究

結果，有強力證據支持肥胖與使用屏
幕時間有正比例的關係；鍾偉雄又
指，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除了引
致眼部不適，及因長期保持固定姿勢

而影響肌肉及骨骼外，還有機會導致
成癮、發生網路欺凌及影響社交發
展，所以家長及教師必須關注兒童及
青少年長時間使用互聯網及電子屏幕
產品的問題。
衛生署建議，兒童及青少年應限制
使用屏幕時間，每使用20分鐘至30
分鐘便應眨眼及休息20秒至30秒，
亦應多參與體能及戶外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