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覺悟違法 徐少驊倒戈反「佔中」 「愛港行動」批肥佬黎「黑金」亂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愛港行動」約30名成員昨日在政
府總部外示威。他們高舉中國國旗及戴上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的
面具，並批評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非法收受黎智英的政治獻金，
又譴責黎智英涉嫌勾結外國勢力，破壞本港安寧。他們促請特區政
府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保障香港社會和諧。

批反對派收「黎水」 勾結外國
「愛港行動」約30名成員昨日在政府總部外示威，批評多名反

對派立法會議員涉嫌非法收受黎智英的政治獻金，又譴責黎智英涉
嫌勾結外國勢力。「愛港行動」召集人陳淨心解釋，香港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是國家憲法的一部分，惟香港遲遲未落實，以致一直沒有
國家安全法保護，導致香港今日「黑金氾濫」。他們將請願信交給
政府代表，促請特區政府就二十三條立法。

陳淨心稱，2003年，適逢香港爆發沙士，不少人失業，令很多
人在當年的7月1日選擇上街遊行發洩怨氣，與第二十三條立法的
問題關係不大，「根本沒有50萬人，警方數字話只有20萬人。」
有當年7月1日上街的朋友更向她表示，並不清楚當年因何事上
街，也不知道二十三條立法的內容是甚麼，「反對派用手段恫嚇市
民，市民只是被反對派議員誤導才遊行的。」

陳淨心：漠視反「佔中」民意將走向絕路
她續稱，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問題所作的決定，就是

國家最高機關的決定，一切都是依從香港基本法而行，倘反對派依
然漠視反「佔中」的民意，只會使「佔中」陷入「萬劫不復，走向
絕路」。但她明言，不會舉辦任何與「佔中」抗衡的活動，「這方
面交由警方處理，總之我們全力支持警方嚴正對暴徒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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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全國人
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後，
反對派繼續威脅要以「佔領中環」拖垮
普選。首批表態會「堅決參加佔中」的
「佔中十死士」之一、先達智能有限公
司行政總裁徐少驊，日前接受傳媒訪問
時表示，「佔中」已變成以違法手段爭
取民主，甚至鼓動年輕人做違法的事，
故他由撐「佔中」變成反「佔中」，
「我相信大部分港人都認同，要合法地
爭取普選。」
「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日前接受

彭博通訊社訪問時，承認「佔中」策略
已經失敗，支持「佔中」的人數相繼減
少。
《成報》昨日刊出曾聲言堅決參加
「佔中」的「佔中十死士」之一徐少驊
的訪問。

自願離開 無受威迫
徐少驊在訪問中稱，之前表示會參加

「佔中」，是源於近年「激進派」抬
頭，手法涉及暴力成分，但「佔中三
丑」之一戴耀廷提出了「和平、非暴

力」主張，與激進派相比，「戴的主張
很吸引。」不過，他在今年6月 29日
「佔中公投」結束後，就不再參與「佔
中」活動，也退出了該組織，「我是自
願退出的，沒有受到威逼。」
他解釋，退出「佔中」是因為個人想

法改變，「雖然今時今日我仍然是一個
民主支持者，仍然贊成香港要有公平公
開的普選制度，仍然認為選舉提名的
『開拓』很重要。不過，我相信大部分
香港人都會認為，要爭取『真普選』，
要有一個合法途徑。」

反對鼓動青年違法
徐少驊坦言，他反對以違法手段爭取

民主，更反對鼓動年輕人做違法的事，
「這樣會影響他們的前途。」若發生
「佔中」，香港會出現一陣「失序」情
況，「即使警察驅散人群，仍可能有連
串反應，例如罷課、罷工、罷繳稅
等。」但他同時稱，「港人好現實，當
看到這種（失序）情況後，都不會接受
的。就像當年『佔領華爾街』，事後不
是也很快恢復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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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

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其法律地位，都
是地方的機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直轄管理。在憲

制倫理上，下級絕對不能反過來審查全國最高權力機
關的決定。

法院權力來自人大授權
香港法院的權力，是從哪裡來的？是全國人大授予

的。香港的法院根本沒有這個權力去挑戰人大決定。
「一國兩制」的原則，「一國」是主體性和凌駕性
的，否定和貶低了「一國」，「一國兩制」就沒有
了，沒有辦法運作了，香港法院哪裡有甚麼對人大常
委會決定的審查權？所以，香港法院的權力在於人大
授予。人大授予多少，就擁有多少，絕對不能越過權
力。

全國人大根本沒有授予香港法院審查人大常委會如
何解釋基本法的權力。基本法第十九條清楚列明，香
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對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無管轄
權。第八十四條規定，特別行政區法院必須依照第十
八條所規定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審判案
件。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
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的解釋，香
港法院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
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對有關條款作出
解釋。香港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人大常委會的

解釋為準。

港政制發展中央主導
基本法中的「等國家行為」，包括了甚麼？這並不

僅僅是國防和外交，還包括了中央管轄權力範圍的事
務，包括了中央政府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涉及到香
港政制的變動，涉及到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的解釋
權和修改權，權力都在人大常委會，香港的法院絕對
沒有審查權。因為人大常委會圍繞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所作出的決定，有憲制法律的效力，也就形成了
全國性的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和法院，有
約束力。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變動，不是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可以自行決定，不屬於香港自治範圍，
需要由人大常委會批准啟動和按照「政制五步曲」進
行，最終由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所以，香港的法
院對於香港政制的改變沒有「司法管轄權」，法院也
不應該越俎代庖，解決政治問題。

高天問

大律師公會講法理 明確「不能以司法覆核挑戰人大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前日與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律師會及大律師公會代表會面，

解釋人大決定。大律師公會主席石永泰會後明確指出「人大決定不可能被司法覆核」。「人

大決定不可能被司法覆核」，大律師公會這一個觀點，是尊重憲法的表現，激濁揚清，值得

肯定。提名門檻過半數、候選人數為2人至3人以及提委會維持四大界別1200人，是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是依據憲法和基本法作出的決定，具有憲制地位，香港特區根本沒有權力質

疑，更沒有所謂的「司法管轄權」。有人企圖利用司法覆核進行否決，這一個問題涉及到香

港的憲制地位。用司法覆核的辦法去解決有關爭論，無形中是讓香港的法院對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行使了「違憲審查權」和「司法審判權」。這是完全違反憲法制度倫理的。

人大常委會8月31日正式就本港政
改作出決定，排除了反對派及「佔
中」三丑提出的「公民提名」以及所
謂「國際標準」方案，等如是宣布反
對派以「佔中」勒索「出閘」的圖謀
已經全盤落空。當晚，戴耀廷等人隨
即舉行「佔中」啟動大會，表示「佔

中」將會全面發動云云。但不知道是戴耀廷記憶力有
問題，還是他有意說錯。「佔中」其實早在去年6月已
經宣布啟動，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不是在教堂內
表示要用愛與和平去「佔領中環」嗎？為甚麼現在又

要再啟動一次，難道去年那次不算數？究竟他是失憶
還是心虛？
現在看來，相信戴耀廷是心虛居多。日前戴耀廷接

受彭博通訊社訪問，可能是面對外國傳媒，他終於透
露了真實心聲。他首次承認以「佔中」策略威脅中
央、要求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到目前這
一刻，我們失敗了」；他並指中央強硬態度可能會令
部分「佔中」支持者退卻，他解釋基於港人現實心
態，參與「佔中」人數可能減少。面對「佔中」已是
箭在弦上，不能不發，戴耀廷表示會選「對香港經濟
衝擊最小」時發動。據稱，「佔中」有可能是在國慶

公眾假期日發動，既可讓擔當主力部隊的青年學生可
以悉數上陣，也可減少對社會的衝擊。
「佔中」行動一直存在一個矛盾：就是武器殺傷力

不足，根本發揮不了威脅的作用，只不過是一次較大
規模的違法衝擊而已；但如果真的是「核武器」，全
港市民有誰會讓「佔中」核爆中環？明年就是區議會
選舉、後年就是立法會選舉，反對派不打算選嗎？所
以，「佔中」從來都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怪胎」。現
在戴耀廷承認「佔中」策略失敗，並打算在「對香港
經濟衝擊最小」之時才發動。這說明「佔中」威脅已
經潰敗，人大都作出了決定，「佔中」還有何可為？
既然勒索失敗，現在首要之務就是減輕「佔中」反效
果，減低其對反對派的反撲威力。於是提出要將「佔
中」威力減輕，以免反噬自身。這其實反映了「佔
中」已經陷入戰又難，不戰又難的死局。

戴耀廷在「佔中」策略上的最大失誤，就是低估了
中央的決心，也誤判了香港社會反「佔中」的民意。
結果反「佔中」行動摑了戴耀廷一下響亮巴掌；人大
決定更加一錘定音告訴戴耀廷一點機會都沒有。這表
明反對派花了年多的時間，花了金主大筆資源的「佔
中」，最終甚麼也爭取不了。反對派白忙一場，反而
令自己在政改上處於極為被動的處境。
現時形勢已經非常明顯，學聯、民陣、學民思潮等反

對派第二梯隊將會接手「佔中」，當然他們發動的規模
有多大至今仍難以下定論。始終學民思潮有反國教的
「往績」，對社會也有較大的迷惑性，最終可發動多少
人出來「佔中」難以預計。但不論「佔中」有多少人參
與，其爭取反對派「出閘」的目標卻是落空了，「佔
中」已無可為，這才是反對派最痛的地方。

戴耀廷終認失敗「佔中」已無可為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林立勝、孫君犖 2014年9月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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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問題事關
重大，全國政協副主
席董建華昨日罕有地
舉行記者會，談到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
決定。會上，有傳媒不忘關心董建
華的身體狀況，尤其是他當年的
「腳痛」。董建華帶笑回應說，自
從離任特首崗位後，有時間做運
動，腳痛問題已有改善，但如果長
時間站立，仍會感疼痛。

幽默忠告記者勿「打茅波」
董建華昨日由太太董趙洪娉陪

同，首次在前行政長官辦公室見記
者，吸引逾百傳媒報名採訪。在與
記者的互動過程中，董建華一如往
昔的親切，甫開始即應攝影記者要
求，聯同董太讓大家合照，在答問
環節中又不失幽默，忠告一次過拋
出大量問題的記者不能「打茅
波」。

在提問環節中，有記者形容董副
主席現在精神奕奕，相信其當年的
腳痛問題已有改善。董副主席帶笑
回應說，自從離任特首崗位後，有
時間做運動，腳痛問題已有改善，
但如果像昨日一樣長時間站立，仍
會感疼痛。會後，他又主動上前問

候在場的前線記者，態度和靄可親。

前特首辦場地 一級歷史建築
董建華昨日舉行記者會的場地，是位於半

山堅尼地道的一級歷史建築—前行政長官辦
公室。前特首辦的設立是為前任特首提供行
政支援，可供多至3位前任行政長官進行推
廣和禮節性的工作，及與其前官方身份相關
的活動，包括會見訪港政要及代表團、接受
本地和海外傳媒訪問、參與公開和社交活動
及發表演說等。據公關透露，董建華幾乎天
天在此上班，而昨日是首次有卸任特首在此
舉行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港施政困難不是個人問題
董建華副主席昨日舉行記者會，回應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的決定
時，有記者問到香港政局近年「兩極
化」，以及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管治表
現的問題。他在回應時指出，香港施政問
題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政治制度問題。
他解釋，由於香港的領導人在議會內沒
有多數黨的支持，令施政困難，而議案在
議會中被癱瘓，立法會有很大責任，「我
自己做過特首，我知道情形，癱瘓的主導
是來自立法會的。」有關梁振英的表現，
他則說應由香港社會自行「評判」。
董建華副主席強調，環顧全球不少地區在

金融風暴後無法恢復，但香港卻迅速復甦，
經濟有所增長，失業率低，財政有累積盈
餘，稅率低，社會服務和福利做得好，自由
度高，民主也在進步，港人要明白香港好成
功，即使有問題仍然在向前走。

民主投票難解所有問題
他認為，現任特首梁振英已認清楚問

題，包括香港樓價太貴，土地供應太少
等，特區政府為土地、貧富、醫療、年輕
人及民主發展問題等在做工作，但公共政
策要落實取得成效需要數以年計的時間，
並非「開燈一按就」，應該給予特區政
府時間去處理。民主投票是好事，但不代
表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立會癱議案須負責
政策非「一按燈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反對派立法會議員近年在議會動輒拉

布，浪費公帑及議會時間，更令特區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經濟民生議題

慘受牽連。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日批評，

議案在議會中被癱瘓，立法會應負有很大責任。他希望港人明白，現屆

特區政府為土地、貧富及民主發展等問題在做工作，但公共政策要取得

成效並非「開燈一按就」，民主也不代表可解決所有問題。

■董建華指出，現屆特區政府為土地、貧富及民主發展等問題在做工作，但公共政策要
取得成效並非「開燈一按就」。圖為董建華與梁振英在論壇上握手合照。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