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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在文章中，認為「即使《聯合聲明》沒有提
及普選，英國及其他曾公開支持一國兩制的外國政府
也絕對可以，甚至可說是有道德責任，批評中共沒有
按照基本法在港落實普選。」李柱銘的說法完全罔顧
事實。中國政府一向信守條約承諾，根本不存在違反
《中英聯合聲明》的問題。聯合聲明第三款和附件一
所載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通過香
港基本法予以落實。中國在國際上講話是算數的，對
中國簽訂的國際協議總是遵守的，也從來沒有人質疑
香港基本法違反聯合聲明。1985年5月27日，中英兩
國政府互相交換批准書，並於6月12日向聯合國秘書處
登記備案。登記備案並非國際條約生效的法定要求，
而是要表明中英兩國政府信守在聯合聲明中作出的承
諾的誠意和決心。

不存在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問題
《中英聯合聲明》第三條和附件一僅僅是中國政府

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單方面承諾和政策聲明，完全
屬於中國內政，其他國家無權干涉。聯合聲明第三條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為開頭，闡述了中國
對香港的十二條基本方針政策，並在附件一對這十二
條基本方針政策進行了具體說明。聯合聲明的上述內
容，是對1982年9月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時提出的
「一九九七年後中國採取甚麼方式管理香港，繼續保
持香港繁榮穩定的問題」的回答，是中國政府獨立自
主制定的。由此可見，聯合聲明簽署前，即已細化定
型。中國如何管理香港純屬中國內政，這個問題從中
英談判伊始就非常清楚，英國或者其他任何國家不得
以任何形式進行干涉。

李柱銘在文中胡說「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只賦予港
人一人一票的選舉權，而剝奪港人的參選權，違背基本
法第26、39及45條的規定」。這是違背聯合聲明和香港
基本法的胡說八道，沒有事實根據，也沒有法理根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旨在落實香港基本法第
四十五條的規定，根本談不上違反聯合聲明。聯合聲明
第三條規定，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
策，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加以規定，並在五十年內不

變。關於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聲明第三條及其附件
一，只是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
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並未提及
普選問題。香港基本法比聲明更進一步，在第四十五條
明確規定了循序漸進實現行政長官最終由普選產生的目
標。因此，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普選的法律依據是基
本法，而不是聯合聲明。

必須指出，由於英國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擴展適用於香港時，對該公約有關選舉權須普
及而平等的條款（第二十五條B款）是作了保留的。
此後直至香港回歸，英國政府也從未撤回對公約第二
十五條B款的保留。也就是說，公約第二十五條B款
從未在香港適用過，因此並不屬於回歸前適用於香港
的有關規定，更不存在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九條
「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予以實施」
的問題。

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確立了行政長官普選的
制度框架。就提名程序而言，規定候選人必須獲得提
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並不存在所謂限
制或剝奪港人參選權的問題。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第二款規定，行政長官普選時，候選人要由一個有廣
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提名委員會
提名是機構提名，候選人獲得過半數支持是機構提名
的最低要求。從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選舉制度看，任
何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都是有限制的，不存在不受限制
的被選舉權。問題在於這種限制是否構成不合理限
制。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資格由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四條
和香港本地立法作出了規定，這些規定並沒有對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構成不合理限制。根據「8．31決定」，
任何符合香港基本法規定資格的人，都可以向提名委
員會爭取提名，沒有任何不合理的限制。有一點需要
特別指出，符合法定資格的人能否獲得提名委員會的

提名，是另一個問題。在任何
選舉制度下，都不可能確保所
有符合法定資格的人獲得提
名，否則選舉就無法進行。

英國對聯合聲明的實施並無監督權
李柱銘認為，聯合聲明是中英兩國的協議，英國甚

至美國等曾公開支持的大國，有責任監督聯合聲明的
落實。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聯合聲明只設立了磋商
機制，而未規定監督機制。聯合聲明附件二第六條規
定，「聯合聯絡小組是聯絡機構而不是權力機構，不
參與香港或香港特區的行政管理，也不對之起監督作
用。」而且該小組的工作已於2000年1月1日結束。在
香港落實普選的法律依據是香港基本法而不是聯合聲
明，因此，英國對屬於中國內政的香港基本法的落
實，自然也沒有監督權。英國意圖以監督聯合聲明的
實施為藉口，干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事務，完全
沒有任何法律依據。至於中英以外的其他國家並非
《中英聯合聲明》的簽字國，對聲明的履行沒有任何
法律權利義務，任何國家不可以履行所謂「道德責
任」監察聲明的落實違反不干涉內政的國際法原則。
李柱銘所謂「其他國家，如美國等曾公開支持的大
國，有責任監察《聯合聲明》的落實」的言論，沒有
任何理據支持。

不干涉內政是重要的國際法基本原則之一，是國與
國之間和平共處的基石。香港是中國的地方特別行政
區，香港的政制發展屬於中國內政，國際社會應當尊
重中國政府在香港事務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的決定
權。任何國家以履行所謂「道德責任」企圖監察聲明
的落實，將構成對中國內政的干涉。中國政府絕不允
許任何國家借「監察」聯合聲明落實之名，行干涉中
國內政之實。

駁李柱銘「人大決定違反基本法及聯合聲明」謬論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在《壹週刊》發表了《人大常委會的8.31決定是違背<聯合聲明

>》一文。李柱銘這篇文章，歪曲了人大常委會決定，也歪曲了《中英聯合聲明》。事實

上，聯合聲明第三款和附件一所載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已通過香港基本法

予以落實。中國在國際上講話是算數的，對中國簽訂的國際協議總是遵守的，也從來沒有人

質疑香港基本法違反聯合聲明。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旨在落實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的規定，不存在違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及第四十五條規定的問題，更談不上違反聯合聲

明。在香港落實普選的法律依據是香港基本法而不是聯合聲明，因此，英國對屬於中國內政

的香港基本法的落實，自然也沒有監督權。英國意圖以監督聯合聲明的實施為藉口，干涉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普選事務，完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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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一項
調查指，24%公屋住戶使用獨立熱水
水龍頭時曾經發生意外，以致家中幼
兒或長者被熱水燙傷，有見及此，多
名議員最近要求房屋署增撥資源更換
全港公屋舊式水龍頭，以保障公屋住
戶家居安全，特別是長者及小童。

夥趙資強許林慶梁子穎民調
王國興聯同東區區議員趙資強、許林

慶以及葵青區區議員梁子穎透過問卷調
查，訪問興東邨、耀東邨以及安蔭邨3
條公共屋邨共173名住戶，發現93%住
戶單位廁所洗手盆安裝熱水水龍頭，當
中79%使用獨立熱水水龍頭。使用獨立
熱水水龍頭的受訪者中，24%人表示，
自己以及家中成員使用獨立熱水水龍頭
時，曾經不慎燙傷，大部分是小童以及
長者。有超過九成人贊成房屋署把獨立
冷熱水水龍頭全面更換成推杆式冷熱水
龍頭。
王國興又表示，早前有市民反映
指，在洗手盆以溫水為幼兒清潔時，
當同時開啟冷、熱水兩個獨立水龍頭
之後，幼兒不慎觸碰熱水水龍頭流出
的高溫熱水，手部被燙得紅腫，幸好
治療後無礙。
葵青區梁子穎區議員認為，推杆式

設計能夠讓使用者開啟水龍頭前先調
校合適水溫，對比獨立熱水水龍頭，
住戶使用時遭燙傷的機會會較低；老
化的水龍頭會不斷滴水，住戶為防止

浪費食水而用力關緊水龍頭，但同時令長者和
小童難以扭動，或扭動時因太用力，令熱水瞬
間大量流出，導致住戶被燙傷。
王國興建議，房屋署應撥出款項，把公屋大
廈獨立熱水水龍頭全面更換成推杆式冷熱水龍
頭，以提升住戶家居安全以及生活質素；又建
議房屋署撥備一筆款項，並成立維修基金，免
費幫助有需要住戶維修單位內已經老化及殘舊
的水龍頭，以及加強宣傳教育，提升住戶家居
安全意識。

■王國興等要求房署增撥資源更換舊式公屋水
龍頭。 梁祖彝 攝

「佔領」後遺症：居民幻聽口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聯
多次被指代表性成疑，學生組織之間屢現
內訌，近日就有人成立「港大學生會退出
學聯關注組」，批評學聯「多番決策失
當」，「選舉體制長期封閉」，倡議於校
內發動「公投」，決定香港大學學生會是
否退出學聯。

fb狠批決策失當 選舉體制封閉
「港大學生會退出學聯關注組」在face-

book成立專頁，以「脫聯自主」為頭像，
並發表一篇題為《民主大道 殊途同歸 並
行不悖 相得益彰》的文章，狠批學聯於
「佔領」行動中「多番決策失當」，「痛
失升級迫使政權讓步的時機」，「葬送義
士勞苦心血」。

專頁瞬間吸千人讚好

該關注組並批評，學聯選舉體制長期封
閉，「秘書處往往由『老鬼』擔任的代表
會成員提名，再由各校常委選出，與各校
常委不相熟的普通學生根本無機會問政，
而學聯亦『無憲制責任回應大專同學不
滿。』」
關注組稱，有見「港大同學對學聯非議
四起和路線分歧」，倡議以「公投」決定
港大學生會是否退出學聯。文章流露高漲
的反學聯情緒，專頁瞬間即吸引千人讚
好，內訌明顯。
港大學生會會長梁麗幗接受本報查詢

時稱，她不知該關注組由誰人成立，但
肯定與港大學生會無關。被問及港大學
生會應否退出學聯，梁以「有事情在
忙」未有回應，只稱若會員要發起「公
投」，可按「憲章」既定程序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連嘉妮）各「佔
領區」雖已被清場，但遺禍無窮，尚未止
息。災後心理輔導協會主席杜永政昨日透
露，「佔領」行動順利清場後，部分旺角
「佔領區」居民仍備受心理困擾，經常出
現幻聽，聽見示威口號，需要尋求心理協
助。部分前線警員則擔心遇上「佔領」者
的暴力衝擊時難以把持，需要接受心理輔
導。
杜永政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雖然

「佔旺區」最終順利清場，但有居於「佔
旺區」樓上的居民向他們求助，表示在
「佔領」期間每天不斷聽見包括粗口在內
的示威口號，「佔領」期間對居民的困擾
有延續的情況。
他指出，部分居民在晚上出現幻聽，經
常以為路上仍然有人在喊口號，協會需要

以稱為EMDR（又稱「快速眼球轉動脫敏
法」）的心理方法，協助求助者「清除記
憶」。
杜永政續說，部分在「佔領」行動期間

執勤的前線警員曾向他們求助，表示擔心
面對示威者衝擊時會使用過分暴力。協會
通常建議受影響者短期內先向上司要求調
到後方工作，避免直接面對示威者。長遠
而言，這些前線警員需要接受心理治療。

示威者求助後變平靜不再參與
他並提到，有「佔領」行動的參與者求

助。杜永政說，根據這些個案，部分「佔
領」者受到情緒影響而參與行動，治療後
會變得較為平靜而不再參與，但也有個別
接受治療後的「佔領」者稱治療會降低
「激情」，故對是否接受治療猶豫不決。

再爆內訌 港大生擬「公投」退學聯

「鳩嗚」凌晨襲警 十多名滋事者被拘
影響旺銅交通商舖營業 多次不理警告

昨日傍晚時分，數十名「鳩嗚」滋事者
開始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內聚集，大唱

夾雜粗口及辱警語句的改編歌曲。晚上9時
許，他們發起「鳩嗚」行動，在區內漫無目
的地遊蕩，並在亞皆老街與彌敦道交界不斷
來回過馬路，甚至不理會警方勸喻，一度阻
塞行車線。其後，警方發出警告，指他們正
在非法集會，敦促他們盡快離去。

湊熱鬧者多 常有爭拗一盆散沙
其後，「鳩嗚」者愈來愈多，當中不少
人更似乎是抱着湊熱鬧的心態參與，有搞
手一度因步行速度意見不合出現爭拗，
「鳩鳴」群猶如一盆散沙。其後，滋事者
行至花園街小巴站高呼「有人違例泊車」
口號，甚至有人在大批警員面前刻意致電
999報警「舉報」有人違例泊車，涉嫌浪
費警力。
由於區內人多擠迫，「鳩嗚」群所到

之處均嚴重阻塞道路，有途人大感不
滿，譴責他們阻街，也有市民遠處看見
「鳩嗚」群已避之則吉，急步離開。
「鳩嗚」群雖未有進入店舖內搗亂，卻
不時待在店舖門外，阻礙營業，有店舖
更一度落閘。

辱罵司機 威脅記車牌「起底」
「鳩嗚」者久久不散，聚集在行人專用

區兩旁，並高呼「佔領旺角，警民合作」
口號，部分人甚至高舉納粹德軍手勢。另
外，當日並非假日，西洋菜南街昨日不屬
行人專用區，但間中有私家車駛過時，卻
被大批者喝倒彩，辱罵司機「見到咁多

人，應該早早掉頭走啦」，甚至有人將車
牌號碼記下，稱要放上高登討論區將司機
「起底」云云，行徑令人髮指。
由於人群久久未散，嚴重阻塞區內道

路，警方多次發出警告，指他們不合作地
嚴重阻塞交通，以及正在非法集結，並曾
高舉黃旗，呼籲他們立即散去，否則或會
作出拘捕行動。
雖然警方多次警告，但「鳩嗚」者不但

充耳不聞，而且在11時過後再次在區內遊
走，有人更發起步行至尖沙咀，但響應者
寥寥可數。
警方加強警力在區內維持秩序，更局部

封閉部分過路處以保障市民安全，其後至
少拘捕3名滋事者，並將他們帶上警車。
凌晨後，有示威者推動垃圾桶，有人坐在
馬路，其後有人更涉嫌襲警。
逾百名示威者昨晚10時開始在銅鑼灣崇

光百貨外聚集，以緩慢速度前往時代廣
場，過馬路期間又在紅燈時停下「執
錢」，令交通一度受阻。示威者自稱來自
「基督路小教會」，「人民力量」執委
「快必」譚得志及成員譚香文都是當中一
分子。他們聲稱要「報佳音」，大部分人
戴上聖誕帽，舉起黃傘，並向途人派發改
編歌的歌詞紙。
警員多次舉起黃旗，警告他們正在非法

集會，並要求他們立刻散去，不要停留，否
則會截停他們並記錄個人資料，並保留追究
權利。但示威者於凌晨時分仍未散去。

帶隊學生「睇貓紙」喊口號
另外，有「學生組織」昨日傍晚在灣仔

修頓球場遊行至金鐘政府總部門外，約逾
百人參與，包括梁國雄等部分社民連成
員。當中一名帶隊學生竟要不時「睇貓
紙」高呼簡單口號，未知他是否了解自己
爭取的是甚麼。

被問會否和平爭取：「睇情況」

遊行隊伍全程龜速前進，步行至人多的
金鐘太古廣場門外時，刻意停下腳步，向
市民宣揚他們的「理念」。組織召集人張
俊豪表示，遊行是「佔領」行動的延續。
被問到會否以和平、非暴力方式爭取訴求
時，竟不置可否，只表示「睇情況而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文森）違法「佔中」行動不得民心，以

失敗告終後，激進反對派仍死心不息，不斷發起「鳩嗚（購物）」行

動，擾亂社會秩序，令香港市民至今仍無奈地活在後「佔領」時期的陰

霾下。大批示威者昨晚平安夜繼續在旺角以至銅鑼灣，以「鳩嗚」為名

阻礙區內人車交通及商舖營業，有示威者推倒垃圾桶，部分則坐在馬路

上。今日凌晨，亞皆老街更爆發衝突，有示威者推撞警員，場面混亂，

警員出動伸縮警棍制服涉嫌襲警者，全晚十多名滋事者被捕。

■警方多次發出警告，並曾高舉黃旗，呼籲滋事者立即散去，否則或作出拘捕行動。

■滋事者聲稱要「報佳音」。
聶曉輝 攝

■不少「鳩嗚」者似乎是抱着湊熱鬧的
心態參與。 聶曉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