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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張曉明所講的第一個要素是，香港不是一個國家，

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香港不能
自行決定其政治體制，也不能與其他國家的普選制度
簡單類比。香港制定普選制度時必須處理好與中央的
關係，確保不會因為普選而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造成危害或隱患，確保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
擔任。從香港的政治現實看，有強調此點的必要。

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
人民政府。」正因為香港特區是中國主權下一個享有
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它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
本身來源於全國人大通過基本法的授權，而不是固有
權力。香港特區這種憲制地位，決定了在香港實行的
普選只能是一種地方性選舉而非主權國家層面的普
選，普選制度必須與「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宗旨相
適應而不能相對立。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的人擔

任，是一個關係到「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能否順利實
施的重大問題，是一個關係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的重大問題。

要體現循序漸進的原則
張曉明所講的第二個要素是，要體現循序漸進的原

則。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只有不足30年，「一國兩制」
下的地方普選制度在全世界均無先例可循，需要有一個
不斷探索、磨合與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頂。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都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1984年簽訂的《中英聯
合聲明》，內容完全沒有普選概念。香港最終實行雙
普選是中央主動寫入基本法的。比較起來，英國實現
普選用了281年的時間，美國用了195年，英美的普選
同樣是循序漸進的。香港普選也不能一步到頂，普選
邁出歷史性「第一步」之後，再按循序漸進原則進行
完善，這是負責和務實的做法。

要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

張曉明所講的第三個要素是，要體現均衡參與的
原則。香港是一個工商業城市，基本法起草時設定
提名委員會提名機制已包含必要的把關作用，以確
保各界別、各階層的均衡參與，特別是工商界的政
治參與，降低出現政治對抗、憲制危機和民粹主義
的風險。

基本法關於功能組別以及選舉委員會和提名委員會
的規定，體現了均衡參與的原則。基本法規定由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
名委員會是超黨派的，有利於提出各方面都能接受的
行政長官候選人，降低政治對抗的風險；由各界人士
組成的提名委員會，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條件作
出比較全面的考慮，從而降低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
人選不獲中央政府任命而導致憲制危機的風險；行政
長官提名委員會按照均衡參與原則組成，允許社會各
階層、各界別在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時有比較均等的
發言權，有利於平衡各種訴求，降低普選後邁向民粹
主義的風險。

要有利於維護行政主導
張曉明所講的第四個要素是，要有利於維護行政主

導。香港在上世紀實現經濟騰飛，其中最主要的體制
原因就是行政主導，反應快速，決策高效，行政長官
普選後香港要保持競爭優勢，仍應守住這一條。

基本法充分體現了行政主導的立法原意。在長達四年
零八個月的基本法起草過程中，起草委員會經過反覆討
論和研究，設計確定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根據香港的

現實情況，香港是國際金融
貿易中心，要求行政辦事有
較高的效能，實行行政主
導，有利香港經濟的發展。

要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
張曉明所講的第五個要素是，要有利於資本主義發

展，包括保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變，保持穩定的社
會政治環境、法治環境、公平競爭環境等。

基本法的序言和總則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
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1984年港英政府發布
的《代議政制白皮書》，明確指出了設立功能組別的
意義：「鑑於本港財經界及專業人士對維繫香港前途
的信心和繁榮，關係重大，這些人士應有充分的代表
權。」財經界及專業人士有助確保平衡社會各方聲
音，維持資本社會暢順運作，當初港英政府引入功能
組別，正有此用意。只不過因為香港臨近回歸中國，
英方才刻意抹殺財經界及專業人士的政治代表權，大
搞「還政於民」的民粹主義和急遽民主。

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工商界和專業中產階層佔有
重要地位，發揮重要作用。香港資本主義制度發育成
熟，經濟現代化程度高，工商界和專業中產階層要求
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法治環境、公平競爭環境等，
致力維護法治、自由、公平競爭和既有優勢，這種理
性精神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設計香港普選制度應體
現這種理性精神。

張曉明提普選五大要素 乃設計香港普選制度重要考慮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與立法會部分反對派獨立議員會面時，強調設計與香港的實際情況

相適應的普選制度，要考慮5個方面的要素：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個地方行政區域；要體現循序漸進的原則；要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要有利於維護行政主

導；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實際上，這5個要素都是基本法的規定，是香港政制發展必須遵

循的5個原則，值得各界高度重視。只有遵循這5個原則商討政改，才能依法如期落實普

選。

《蘋果日報》近日開動了全部宣傳機器，抹黑
「反佔中」大遊行。《蘋果》以「蛇頭落格走數
戴耀廷促向廉署舉報」作為標題，說「傳媒揭
發8．17『反佔中』遊行用錢『買人頭』，更有
『蛇頭』涉嫌『落格』、『走數』。《蘋果》記
者前日放蛇混入參加遊行的社團，原獲承諾遊行
完後可獲350元報酬，卻慘被走數。和平『佔中』
發起人戴耀廷稱，若有團體中間『落格』，疑違

反《防止賄賂條例》，建議周融向廉政公署舉
報」云云。
《蘋果》派出了臥底，滲入參與遊行的社團，

並非今日開始。每一次都證明，這些臥底所發布
的都是謠言。《蘋果》指參加遊行有350元「工
資」，結果這個記者不打自招，他混入了參與遊
行的社團，參加了遊行，由頭跟到尾，結果一分
錢也沒有拿到手。這恰好證明，參加遊行有350元

「工資」的說法，是「砌生豬肉」，是《蘋果》
混淆視聽、挑撥離間的毒辣詭計。起碼挑撥了社
團領袖和會員之間的關係，製造不信任和疏離
感。戴耀廷所謂向廉政公署舉報，更是在沒有證
據的情況下胡亂進行誹謗。有關社團應控告這個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發表誹謗性言論。
任何一個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指控任

何人都要拿出證據。戴耀廷作為法律學者，在
《蘋果》記者並沒發現有人「派錢」及「收錢」
的情況下，還要建議舉報，這真是非常無賴的行
為。戴耀廷究竟像一個副教授，還是像一個魯迅

筆下的天津「青皮」，就是在碼頭上渾身刺青的
流氓，他追着你一定要替你提行李，你說「不用
了」，他說已經替你提過行李了，你一定要付他
錢，如果不給，他就糾纏不休，嘴裏嚷着「你答
應過給我十元的，怎麼現在賴賬了？」
大教授變成了小流氓，這是政治的嚴重墮落，

也是專業的墮落，品德的墮落。《蘋果》記者的
報道，企圖抹黑，實際效果卻證明了「參加大遊
行有錢作工資」完全是假消息，是造謠污衊。現
在又說成「走數」，可以說是「砌生豬肉」何患
無辭。

《蘋果》「砌生豬肉」手段拙劣 徐 庶

■責任編輯：李暢熹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施虹羽
澳門報道）澳門
特區第四任特首
候選人崔世安
（見圖），昨日
出席街坊會聯會
總會座談會時表
示，會優先處理
公共房屋問題，又透露未來無計劃把大量土地
批予目前的6間博彩企業。
座談會上，10多名巿民就房屋、人口老齡

化、娛樂場禁煙等多項議題，向崔世安提意
見。崔世安回應時表示，競選政綱已經承諾，
除了填海地區和閒置土地外，會優先處理公共
房屋問題，亦有其他類別的房屋。過去5年
內，政府沒有公開拍賣土地，盡量把土地用於
公共房屋和公共設施方面。

無計劃撥大量土地予6博企
他續說，目前6間博彩企業獲批的發展土

地，都是2008年金融海嘯前批出的，未來無計
劃把大量土地批予6間博企。
崔世安又指，隨着社會發展而產生的不同訴求，

解決需要按優先次序。目前，澳門社會逐步進入
老齡化，重視社會保障和退休保障，政府和社會
都有責任照顧長輩，讓他們在熟悉的環境中安享
晚年。早前，政府已經提供軟硬件支持，未來將

投入更多資源，譬如增加老人院、建設長者活動中心等。
另外，有與會者提出，現時中小企業場所已經禁煙，

娛樂博彩行業尚未全面禁煙，感到不公平。崔世安說，
今年10月開始，會實行博彩業中場全面禁煙措施，未來
方向是娛樂博彩場所邁向全面禁煙。
同日，澳門特區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舉行會議，主

要討論兩份即將發出的管委會指引。管委會主席宋敏莉向
傳媒介紹，其中一份指引主要規範選委填劃選票時，必須
使用管委會提供的專用印章。若選委撕破或塗改選票、在
選票上寫字、不使用專用印章等，選票均會被視為廢票。
她續說，另一份指引主要規範投票站秩序，禁止使用

相機及有拍攝功能的器材，以防記錄自己或他人的投票
意向。票站建築物100公尺範圍內，不得自行或逼使他
人透露投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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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和女兒葉榮欣（Cynthia）母女情深，有見愛女即將
赴美升學，葉太在剛過去的周末，聯同黨內友好舉辦
神秘歡送派對，化身米妮、胡迪、木偶等迪士尼卡通
人物，為女兒留下美好回憶，送上祝福。
葉太昨日在facebook留言指，在新民黨服務兩年的女
兒Cynthia即將赴美升學，讚揚她這段日子積極參與黨
務，除了投入助選、負責黨內策略分析工作外，亦參加
了許多難忘的活動，例如今年端午節與公民力量一起參
與沙田城門河龍舟比賽、擔任印度商會周年晚會司儀，
協助海怡補選、參與周日反「佔中」大遊行等。
她續說，Cynthia與新民黨區議員、黨員、同事等合作

愉快，十分融洽。因此，在剛過去的周末，眾人決定給
她驚喜，在中環一間西班牙餐廳舉辦神秘歡送派對。

田北辰史泰祖徐曉杰余衍深參加
葉太說，所有參加者裝扮成迪士尼卡通人物，葉太

扮演米妮、常務副主席田北辰是《怪獸公司》主角毛
毛、以個人身份參加的前副主席史泰祖扮演《反斗奇
兵》胡迪、葵青區議員徐曉杰扮演《木偶奇遇記》的
木偶、前行政總裁余衍深扮演海盜。

葉太笑言Cynthia適合扮廚師
葉太讚賞眾人扮相維肖維妙，又指當晚大家盡興而

歸，希望Cynthia盡情享受，留下美好回憶。至於主
角Cynthia扮演甚麼？葉太在派對上開玩笑地說：
「女兒最喜歡吃，安排一身廚師造型給她，最適合不
過。」

葉太卡通派對歡送愛女赴美升學

■葉劉淑儀舉辦神秘歡送派對，為即將赴美升學的女兒
送上祝福。

各界批政治打壓
訟黨逼林新強辭職

與公民黨關係友好的任建峰，提出對
林新強的不信任動議，並於早前在

律師會特別會員大會通過，律師會理事
會在昨日會議上討論事件。林新強出席
理事會會議前向傳媒表示，自己可能是
最後一次以律師會會長身份跟大家見
面：「為了維持香港律師會的團結，我
稍後會向理事會請辭（會長職務），即
時生效。」
他續說，自己目前會保持低調，但會

保留對事件發表意見的權利，「就算我
以後不是以律師會會長的身份跟大家見
面，但是如果我有機會對公眾議題發表
意見，我仍然是會以中肯、持平和公平
的態度發表意見。」

理事會肯定林任會長貢獻
理事會在會後宣布，林新強辭去香港
律師會會長職務，獲理事會接納。熊運
信獲選為香港律師會會長，即時生效。
提前離開的理事之一李慧賢透露，林新
強只辭去會長職務，但仍然是理事會成
員。會上，大家肯定了林新強過住任會
長時的貢獻。

昨日理事會曾討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的
另外兩項動議，一、香港律師會強調法治
及獨立司法權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二、要
求香港律師會前會長撤回其於2014年6月
16日就有關白皮書發表的言論。

梁美芬：無瀆職竟被拉下馬
香港城大法律學院副教授、大律師梁

美芬昨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林新強
既無違規、更無違法，也沒有做出任何
瀆職的行為，只因政見不同，其想法與
發動不信任動議的人士「有出入」，就
立刻被拉下馬，令人感到林新強的辭
職，完全是打壓言論自由的結果。
她坦言，律師會會員對會長有任何不滿，
都應該通過辯論去將真理愈辯愈明，而不
是以「人多蝦人少」的方式逼人下台，造
成「泥漿摔角」局面，更令人擔心律師會
會變成政治鬥爭場地，日後有關人等會不
斷挑起政治爭拗，令律師會失去崇高地位，
令人感到可惜、難過。

陳恒鑌：不應因意見不合「批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指出，香港

是有言論自由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發
表意見，其他人不應因意見不合而發動
「批鬥」，要拉人下馬，此舉只會令其
他人日後不再願意發聲。
他質疑林新強「被辭職」事件是有組

織的行動，為了「拖人落馬」。若日後
律師會再有意見與反對派不同時，反對
派便會立刻策動「政治鬥爭」，脅迫對
方下台方休，「這實在太恐怖了。」

周浩鼎：會員多挺林新強觀點
青年民建聯主席、律師周浩鼎認為，是

次事件是因為有部分律師會會員不同意林
新強對「一國兩制」白皮書的觀點，但不
能忽視的一點是，有很多會員支持林新強
的觀點。林新強本人已多次澄清和解釋其
觀點，但仍有一些人不滿意，故意小題大
做，發動罷免動議。林新強是次辭職實在
「很委屈、很冤枉」。
他坦言，很擔心律師會被政治化。如果

專業組織被過分政治化，將影響專業名聲，
日後所有問題隨時都會陷入政治鬥爭之中。

陳曼琪：白皮書無牴觸基本法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會長陳曼琪表示，
她個人感謝林新強過去一段時間為律師會
作出很多貢獻。白皮書內容並無牴觸基本
法，更沒有破壞「一國兩制」原則。不過，
她尊重林新強辭職的決定，並希望隨着新
會長上任，事件可告一段落。
她又期望新任會長更關注中小型律師

行發展，如在律師會內成立專責委員
會，研究中小型律師行發展和向他們提
供協助。在維護香港獨立司法權以及法
治穩定的同時，該會也希望律師會繼續
與內地司法機構加強合作，把香港建構
成為國際法律樞紐中心。

黃國恩：辭職免理事會再被攻擊
執業律師黃國恩指，他很欣賞林新強
選擇辭職的決定，更欣賞他的勇氣。因
為一來可避免反對派有藉口，進一步攻
擊律師會理事會，二來可團結理事會，
以免律師會進一步分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關據鈞）香港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昨日出席理事會會議前，宣布辭去會

長職務，以維持會內團結。他的決定獲理事會接納，並選出副會長熊運信接任律師會會長，即時生效。

多名法律界人士及政界中人，均不點名批評公民黨涉嫌在幕後以連串手段逼迫林新強辭職，完全是政治

打壓。林新強沒有瀆職，更未犯法，只是表達了個人意見就被迫自行求去，令人擔心律師會日後或會變

成政治鬥爭場所，令人惋惜、難過。

■林新強宣布辭任律師會會長。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