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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必須堅持
以史為鑑，可知興衰。《鄧小平》劇中重演了鄧小
平與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就香港前途交鋒的經典一幕。
當時，戴卓爾夫人挾剛打贏「福島戰爭」的餘威訪
華。在正式會談時，戴卓爾夫人擺出強硬姿態，打出
「三個條約有效」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離不開英
國」的兩張牌，並拋出「災難論」：「如果中國收回
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要想繼續維持
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繼續由英國來管理它。」但是，
鄧小平不為所動，作出寸步不讓的表態：「中國在這
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不是一個可
以討論的問題。」鄧小平強調，「如果不收回，就意
味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會談結束後，心事重重的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外

跌倒，跪倒在地上，成為另一個歷史經典鏡頭。
中英談判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主權問題不容商

量，「以主權換治權」同樣是無稽之談。時空切換到
香港回歸祖國17年後的今天，在香港的特首普選問題
上，中央多次指出，普選必須顧及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而主權要通過治權來體現，「一國兩制」
白皮書特別強調，中央擁有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此次
普選的核心問題，也正是管治權之爭。反對派一意孤
行抗拒人大決定，就是要離開基本法另搞一套，最終
奪取香港管治權。主權不能談判，治權不能相讓，這
是大是大非的原則，當年鄧小平所堅持的，對今日香
港普選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捍衛「一國兩制」保繁榮穩定
為了成功實現香港回歸祖國的中華民族夙願，保持

香港平穩過渡，鄧小平將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構
想運用到解決香港回歸，是人類歷史的偉大創舉，顯
示出鄧小平作為一位偉人的智慧和魄力。回歸17年
來，中央嚴格按照基本法，認真貫徹「一國兩制」，
維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如今人大決定落實普選也反
映，中央兌現在基本法中對香港許下的莊嚴承諾。
遵照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是落實普選的關鍵。但
是，本港有人千方百計擺脫基本法，要在香港搞「符
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要把香港變成迎合外部勢
力、顛覆內地社會主義制度的橋頭堡。為了對抗人大
決定，要脅中央在普選問題上讓步，反對派大肆鼓吹
「佔中」、罷課，以激進抗爭搞亂香港，令香港付出
沉重代價，甚至利用心智未成熟的中學生作為炮灰，
戕害香港的下一代。最惡毒的是，反對派處心積慮挑
撥中央和港人的關係，近日反對派及其喉舌歪曲事實
和斷章取義地攻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的一個談話，更
證明反對派反中亂港已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香港
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分得出誰真心誠意為香港好，
誰別有用心陷香港於危難，港人一定會支持人大決
定，支持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支持中央對港政
策，反對派勾結外部勢力、破壞兩地和諧的圖謀一定
不能得逞。

捍衛主流民意為依法普選發聲
鄧小平說過「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這

句名言讓港人對回歸的顧慮
煙消雲散，也是回歸後香港
社會制度、生活模式保持不
變的重要保障。在「一國兩
制」下，中央遵守「五十年
不變」的諾言，一貫大力支持香港發展，港人過好
日子。筆者最近到加拿大小住一段時間，最深的感受
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地大人少好無聊。」97前香港
掀起移民潮，97後移民都紛紛回流，這充分說明，在
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仍是個好地方，香港人始終
熱愛香港，視香港為真正的家。
人大決定為香港民主向前創造有利條件，也為香港消
除政爭、集中精力搞建設帶來寶貴機遇，香港市民普遍
認為，應先接受人大決定，讓普選邁出重要的一步。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東、東歐急進民主的

前車之鑑，足以讓人引以為戒，避免重蹈覆轍。香港
需要的是循序漸進、平穩有序的民主，更要小心提防
少數有特定政治野心和利益的政客，打民主的旗
號，把香港引向歧途，令香港繁榮穩定毀於一旦，港
人安寧祥和的生活從此消失。在此政改的關鍵時候，
沉默的大多數必須挺身而出，為正義發聲，為香港的
未來發聲。香港回歸17年的歷史證明，各種對抗的行
徑都阻擋不了香港沿「一國两制」正確軌道向前發
展的洪流，誰破壞香港的「一國两制」，必將成為香
港發展的千古罪人。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誰破壞「一國兩制」誰就是千古罪人
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一錘定音的決定，獲得本港社會的普遍擁護。但是，本港

一小撮人對人大決定大肆攻擊，不惜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竭力煽動「佔中」、罷課作負隅頑

抗。筆者觀看了近日在內地備受好評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下稱《鄧小

平》），感受甚深，對研判香港的形勢發展頗有啟發，更加體會到香港要順利落實普選，就

必須捍衛國家主權和安全，必須捍衛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決不允許破壞中央和香港的互

信和諧關係，必須捍衛按照主流民意維護繁榮穩定、推動民主，誰違背民意、阻礙普選，損

毀港人福祉，誰就是千古罪人。

■沈家燊

戴耀廷等「佔中」發起人，已經進行了「民主登
高」、「黑布遊行」等行動，並且部署了9月22日
學聯以及9月26日學民思潮的罷課，他們還放出了
10月1日「去飲」的訊息。這說明了反對派在形格
勢禁之下，仍然企圖放手一搏，要進行「佔中」，
向幕後老闆交差。
反對派採取了虛虛實實的策略，一時說「立即要
佔中」；一時說「要等候適當的時間佔中」；一時
說「流動佔中」；一時說「隨時隨地都可以佔
中」。無非是採取了「狼來了」策略，先散播不盡
不實的消息，讓警隊取消放假，浪費人力。到警隊
筋疲力竭，對「狼來了」的消息不相信的時候，他
們就實行閃電「佔中」。
其實，反對派的底牌已經被特區政府和警方看穿
了。他們動員的方式，就是通過手機發放訊息，然
後突然在某個地點集結，堵塞主要的交通要道和某
些重要設施入口，讓香港的金融和經濟受到衝擊和
傷害。作為前擾階段，他們一定不斷放出假消息，
吸引警方集中人手進行戒備，調虎離山，並且使用
疲兵策略。這個底牌早已經被警方看破了。如果他
們集中在政府總部，影響實在有限，警方封鎖了添
馬艦附近一帶的道路，就可甕中捉鱉，然後召集後
備隊，全部解決問題。
核心的問題就是：中環最要害的地方，絕對不可以
讓反對派佔領。這就是金融機構最核心的地帶。8．24
的「民主登高」，其實是「佔中」核心組織的一次演
習，各小組帶備了對講機，目的是演練一次分散「佔
中」戰術，企圖分散警方的力量，然後突然佔領最核
心的目標地帶。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警方已經掌握
了他們的戰術企圖，為了防止反對派擾亂視線的「野
貓式佔中」干擾，警方也有對付的策略。警方早已向
律政司徵詢意見改變拘捕策略，只須兩次警告後，即
可拘捕先後在不同地點打游擊的示威者。
過去，反對派也採取過警方一提出警告，他們就
立即停止集結，轉換另外一個地點再度集結，然後
等待警方提出警告，這種「貓捉老鼠」遊戲，即使
提一百次警告也沒有用。所以，這次對付「佔
中」，要對有關人物進行拍攝，讓所有前線警員，
都可以看到被警告人物的容貌，即使他們轉移了地
點，第二次警告後，就可以立即閃電拘捕。警方也
不會事先準備好幾千人，等待反對派「佔中」，這
會中了疲兵之計。警方在第一小時內，就有一千名
快速部隊，切割封鎖現場，進行點穴。八小時內，
便可以動員五千警力，把參與「佔中」的搞事者全
部逮捕，「野貓式佔中」必遭粉碎。

黃
國
恩
博
士

執
業
律
師

黃
大
仙
區
議
員

「8．17和平普選日」及7、8月的「反佔中」簽
名行動，顯示主流民意支持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尊重民意是民主的最基本表現，當然社會上少
數人的意見也要尊重的，但民主社會就是要少數服
從多數，大家按民主的遊戲規則依法辦事和解決紛
爭，社會才會穩定並繼續向前發展，這樣才符合香
港最廣大市民的根本利益！
反觀現時的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他們經常嚷要
維護香港民主和法治，但在普選行政長官這個大是
大非及關乎香港政制發展的重大議題上，非但沒有
履行憲制責任擁護基本法，而且公然支持違法「佔
中」，甚至鼓動市民及學生參與。美其名公民抗
命，試圖合理化他們的違法行為，事實上「佔中」
行為不合理亦不合法，破壞香港的安定繁榮及法
治，亦損害香港引以為榮的核心價值。
作為立法會議員，就任前要依法宣誓，表明擁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並要遵守法律、
廉潔奉公，以及為香港特區服務。擁護基本法及遵
守法律是所有立法會議員的法定責任，擁護基本法
及遵守法律也是香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惜反
對派卻雙手把它斷送。立法會議員行使的是公權
力，絕不能任意妄為。公權力以基本法為基礎，並
應以國家和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以最廣大香港市
民的根本利益為依歸而行使的，若然脫離這些原
則，立法會議員的權力是沒有基礎支持！
現在普選行政長官的「五步曲」已經開始了，其
中重要一步就是方案要得到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通
過，也是現時最難過的一關。倘若這次普選行政長
官的選舉辦法不能在立法會通過，我相信對於渴望
以一人一票選特首的大部分港人來說，必定會感到
相當失望，唯有追究那些標榜民主法治的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為什麼投反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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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只有統一的國際公約，就是《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每個成員國若果簽署了這條
國際公約，簽署國有責任把公約的條文採納，從中
挑選適合的部分，以本地立法形式通過法案後成為
本地法律的一部分。每一個簽署國在採納國際公約
後，若有本地法律與公約條文抵觸，簽署國的法院
會按照本地的社會狀況、經濟情況及政治實況作出
判決，通常不會機械式的判定本地法律違反國際公
約。因為國際公約條文是高度原則性的，在起草國
際公約時聯合國不會考慮每一個簽署國的實際個別
情況而作出調整。每個簽署國都有自己的選舉法
律，而這種選舉法律會因國而異，所以並沒有什麼
國際標準的選舉法。

選舉法無國際標準
舉例來說，就參選領導人法定最低年齡這一項，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標準。澳洲、加拿大是18歲，
日本、印度是25歲，美國是35歲，香港特首是40
周歲；美國總統和馬來西亞總理除了要求是本國公
民之外，亦須要於本國出生，不接受移民；日本首
相除了一定是日本籍外，不能是現役軍人；菲律賓
總統除了擁有菲律賓國籍之外，亦一定能寫能讀菲
文；法國總統除了是法國人外，亦需要擁有法國銀
行戶口；澳洲只允許澳洲籍公民投票，並不容許澳
洲永久居民投票。但香港選民並不需要擁有中國國
籍，只要是香港永久居民亦可投票，當中包括擁有
外國國籍的外國人。
所以選舉法並無國際標準，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會

因應本地的社會狀況、經濟情況及政治實況對自己

的選舉法作出調整。

「過半數」提名要求並非限制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規定，

公民的被選舉權不應受到不合理限制。第二條規定
公民所擁有的權利（包括被選舉權）不會被本身的
「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
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等原因所
限制。
何謂「限制」？「限制」的定義是局限個人行為
的官方規定。「要求」的定義是個人必須具備的一
定條件或資格才能擔任一些崗位或從事一些工作。
「限制」是不賦予爭取自由，是硬性規定；而「要
求」是可以用努力達致的。基本法第44條規定行政
長官必須40周歲，中國公民中的香港永久居民，並
無外國居留權及在香港連續居住20年。除了這項唯
一的限制外，被選舉權沒有受到任何其他法律的限
制。所以破產人士、在囚人士及精神病患者都會有
完全無限制的被選舉權。
基本法第79(5)條只規定立法會議員不能是破產

人士，但是對行政長官並沒有此限制。所以說，
在法律上除了基本法第44條外，被選舉權是沒有
限制的。反對派參選人可以用各種合法方法去游
說、勸說及影響提名委員去投他一票。另一方
面，提名委員亦有完全自由去作出他的投票決
定。法律上沒有限制提名委員投票給反對派參選
人。在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中，反對派參選人就
得到76張選舉委員會選票。不論香港基本法，甚
至澳洲等民主成熟的國家，亦不會提供「提名出

閘保證」給任何政黨。
所以說，「過半數」提
名是一種政治要求而並
非法律限制。一個反對
派參選人不能有效地說
服提名委員投他一票，
這是反對派參選人的政
治能力不足或能量不
夠，反對派不能扭曲法
律去遷就他 。
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在香港落實基本法，而基本
法是用來「規定香港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基
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就是說，沒有基本法香港就
沒有「一國兩制」，沒有基本法就只能是「一國一
制」。所以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央政府只會切切實
實理解和忠實執行基本法第45(2)條。香港現時社會
對基本法不大理解，甚至故意違反基本法及挑戰基
本法。有人明知基本法第45條規定由提名委員會提
名，卻主張「公民提名」，並以違法的「佔領中
環」及煽動學生罷課去支持「公民提名」，完全漠
視基本法第45(2)條 。所以，中央政府就要嚴格按照
基本法第45(2)條中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特首候選人。
而提名委員會提名等於整個委員會整體提名，不是
個人提名，還必須按照基本法規定的民主程序提
名。民主程序就是有投票的選舉，以「過半數」
(simple majority or absolute majority) 或 「三分之
二」 (supermajority or two-thirds majority) 或 「四
分之三 (supreme majority or 75% majority) 通過。
因此，「過半數」提名的要求，是合理的。

林 青 旅港海南同鄉會會長

拒絕罷課「佔中」還香港安寧

2014年的香港，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年來得
更像多事之秋。反對派刻意發動的「佔領中環」
日益逼近，學聯和學民思潮近日再燃烽火。為對
抗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方案的決定，學
聯、學民思潮宣佈將於本月22日和26日開始罷
課，並揚言不排除將行動升級至罷工、罷市，甚
至佔領行動，為「全面佔中」造勢。

罷課「佔中」對學生有害無益
「佔中」的危害性顯而易見，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佔中」必將給香港的股市和樓市帶來
沉重衝擊，市民的財產和就業均會遭受嚴重損
失；反對派打「民主」的旗號搞「佔中」，實
為街頭暴力，給普通百姓上下班及日常生活造成
極大不便，是損害香港的經濟和人權自由；反對
派宣揚錯誤的觀念，偷換概念，將暴力合法化，
誤導香港的青年人和下一代，讓青年以為，一旦
遇到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事情，可以訴諸暴力等非
法行動來表達訴求，不用再遵守社會道德與行為
規範。「佔中」必然會損害「一國兩制」的貫徹

實施，損害工商界長
遠的發展利益，給兩
地和諧關係埋下隱
患。
自人大對特首普選

框架作出決定後，反
對派瞄準了涉世未深
的學生（尤其中學
生），把黑手伸入大
學、中學校園，大肆
煽動罷課，鼓動全港
師生參與，藉此要脅
特區和中央政府。心
智尚未成熟的中學生
被哄騙利用，被推上
街頭抗爭的風口浪

尖，這對中學生是百害而無一利。學生，正處於
求學階段，本該潛心學習，認真讀書。在最不合
時宜的時候，被人慫恿煽動，扔下手中的書本，
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煞有介事地對政府、對官
員、對現行政策進行大批判，甚至把單純的校園
變成政治鬥爭戰場，把「文革」的一套搬到香港
重演。作為教師，應以身作則，不應向學生灌輸
或強加任何不客觀、不端正的想法，勿以一己之
見誤導學生。

政制向前強過原地踏步
由於香港特殊的歷史文化背景，其現行的社會

制度與內地不同，社會對政改有不同看法可以理
解。然而無論如何，尚在求學階段的莘莘學子，
並未具備足夠的認知去面對和處理這些嚴肅重大
的政治議題，貿然撇下學習任務參與罷課，空喊
情緒大於理智的口號，參與違法抗爭行動，被人
利用而不自知。青年人意氣風發，韶光正好，何
苦要冒賠上自己前途的風險，陷入政爭的泥淖
中？
值得慶幸的是，在反對派「佔領中環」 的叫

囂猖獗之際，香港「沉默的大多數」開始發出自
己的聲音。近期多個民調都顯示，大多數市民都
支持政改向前走，反對派議員縱然有自己的立
場，最終也應順應主流民意的取向，這才是「民
主的最終去向」。民主政制發展不能操之過急，
欲速則不達。不了解國情、港情的人空談「民
主」，沒有想到如何漸進式實施，以及承擔急進
民主所造成的後果。
按照人大決定辦事，香港500萬合資格選民，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是香港的一大進步。我們在
邁向民主的征程中，既要敢於突破，又要顧及穩
妥，民主政制即使只是前進一小步，也強過原地
踏步。

理大不在於聲高，學生關心社會是好事，但應以學業為重，不應被別有用心的

人濫用了學生的激情，讓人牽着鼻子走。理性務實，冷靜平和，是每一個公民心

繫香港發展和祖國未來的應有態度，學生不要把一生獻給馬路，應給社會留一點

安寧，不要把青春獻給馬路，給自己多一點未來。拒絕罷課，反對「佔中」，還

校園寧靜，還香港寧日，是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應盡的責任和歷史的使命。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馬恩國

選舉無國際標準 過半數要求合理

■中學生應以學業為重，不應受人誤導參與罷課。 彭子文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