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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重法治
2015 施政報告

阻違憲思潮坐大 須撲滅於萌發時

依法辦事

斥《學苑》煽「港獨」
特首批「自決」謬論 籲警惕違憲政改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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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宣讀新年度施政報告，共包括「引
言」、「政制發展」、「經濟」、「房屋土地與交通運

輸」、「扶貧安老助弱」、「優化人口創建未來」、「青少
年教育和發展」、「環保和保育」、「醫療」、「文康及市
政」、「地區行政及管治」及「結語」12個部分。

港絕非「絕對自治隨意自治」
新年度施政報告以「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為主題，是
香港回歸以來首份以法治為主題的施政報告。梁振英在引言中
指出，香港的民主進程和經濟發展，充滿機遇。在政制發展
方面，只要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香港
政改問題的決定，500萬合資格選民就可以歷史性地在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這是香港民主發展的重大進步。」
不過，他提醒，「機遇當前，我們也要有所警惕。」在政制
發展問題上，特別要對偏離香港基本法的政改主張有所警惕，
因為過去一年多的政改討論中，香港社會上有不少人對中央和
香港的關係，及對政制發展的憲制規定的認識仍有偏差。
梁振英強調，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國家的一個特別行
政區，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由香港基本法具體規定，
「香港的權力來自中央，中央通過（香港）基本法向香港授
權；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自治是高度自治，不是『絕對自
治』，是根據（香港）基本法具體規定的高度自治，不是隨意
的自治。」

應警惕「學生領袖」錯誤主張
他指出，有關體制體現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這是獨特而史無前例的體制，沒有國際先例，沒有
『國際標準』。香港要實現普選行政長官，必須符合（香港）
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

梁振英坦言，青年學生嚮往民主、關心政制發展值得肯定，
因此對大學生和其他青年人更要「是其是，非其非」，更應該
引導他們充分了解國家與香港之間的憲制關係，使政制發展討
論不致緣木求魚。
他隨即點名批評《學苑》在 2014 年 2月的封面專題是

《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更於2013年編印一本名為《香港
民族論》的書，主張香港「尋找一條自立自決的出路」，
「對《學苑》和其他學生，包括『佔中』的學生領袖的錯
誤主張，我們不能不警惕。我們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密切
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

中央對港政改有實質決定權
梁振英重申，法治是香港的基石，香港的民主必須是法治下
的民主，在追求民主的同時，應依法守法，否則便淪為「無政
府主義」。
他在緊接下來的政制發展一章提到，中央在政制發展上有實

質決定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具有不可撼動的法律和法律效
力，「『香港問題，香港解決』這個口號有違憲制……過去幾
個月的事件說明，香港社會絕不認同任何損害他人權利的表達
方式，也決不姑息任何違法行為。」
梁振英其後在記者會上表示，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警惕部分
年輕人有「自立自決」思維和主張，是因為憲制地位對日後發
展十分重要。他引述《學苑》中多篇提到「港獨」與爭取民主
連線、借助外力達到「港獨」及香港「建軍」的文章，並點名
批評時任《學苑》副總編輯的王俊杰，指他有份編輯的《香港
民族論》，對香港的憲制地位論述完全錯誤。（見另稿）
被問到「香港問題，香港解決」口號如何違憲，他指香

港根據香港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但政制問題不是香港本
身可以單獨解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聲稱一定會否
決特區政府提交的政改方案，特首
梁振英昨日強調，香港民主進程
機遇當前，只要按照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就可歷
史性在2017年普選特首，希望社
會人士堅守法治，理性、務實討
論，凝聚共識。他呼籲全港市民踴
躍發聲，要求由他們選出來的議員
按照民意投票，「若因為爭幾票令
政改方案無法通過，這不是特區政
府的責任。」

普選源自基本法
梁振英昨日在新年度施政報告的
引言中指出，香港的民主進程和經
濟發展充滿機遇，機遇當前要作出
抉擇。在政制問題上，就要在落實
普選和原地踏步之間作抉擇。只要
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
500萬名合資格選民就可以歷史性
在2017年普選特首，這是香港民
主發展的重大進步。
施政報告的第一章，罕有地以政
制發展為主題。梁振英針對反對派
經常引用《中英聯合聲明》，聲稱
特首普選是由此賦予的說法，原文
讀出了《中英聯合聲明》的相關條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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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續說，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
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
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
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因
此，提出普選特首的是香港基本
法，而非《中英聯合聲明》。

望市民踴躍發聲
梁振英強調，在政制發展問題上
中央有實質的決定權，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關決定具有不可撼動的法律
地位和法律效力。香港基本法明確
規定提名特首候選人的權力只屬提
名委員會，中央與特區政府在過去

一年已多次指出「公民提名」不符
合香港基本法。
他說，「我衷心希望社會人士能

夠用好（政改第二階段）這兩個月
的諮詢期，在（香港）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
框架內，堅守法治，理性、務實討
論，凝聚共識，讓500萬合資格的
選民可以在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
政長官。」
在其後舉行的施政報告記者會上，

梁振英強調，中央及特區政府三番四
次顯示很大的誠意和決心，根據香港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
落實2017年特首普選。特區政府如
果無決心，就不會去爭取支持。
他續說，反對派議員揚言無論民意

如何，都會綑綁式投票否決政改，他
希望全港市民就此踴躍發聲，香港應
掌握好首次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機會，
「民意應該清晰（顯示）出來。」

方法可繼續優化
梁振英強調，讓500萬人投票選

特首，總比現時由1,200人組成的
選舉委員會選出特首的方法民主，
「不可能是倒退。」 在落實2017
年特首普選後，香港仍然有機會繼
續優化選舉特首的方式，並再次呼
籲市民發聲要求由他們選出來的議
員，按照民意投票。
在昨晚電視論壇上，被問到若政改

方案被否決，會否引用香港基本法解
散立法會，梁振英指出，這是假設性
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但至今
從無考慮過，「我連律師都無請教
過。希望議員明白，根據（香港）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及規
定，有行政長官普選，無論如何也較
1,200名選舉委員會好，這是香港民
主的重要跨越。」
那負責政改官員應否問責請辭？

他強調，「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在
政改問題上是不遺餘力，並根據香
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及規定，爭取立法會支持，「若因
為爭幾票令政改方案無法通過，這
不是特區政府的責任，希望議員能
夠多聽市民意見。」

特首梁振英在新年度施政報告中，在
引言部分開宗明義說明「一國」和「兩
制」的概念，更點名質疑港大學生會官
方刊物《學苑》提出「自立自決」等偏
離香港基本法的主張。消息人士透露，
經過「佔領」一役，特區政府和港人都
體驗到，違法違憲的觀點和行為，倘任
由其發酵坐大，對社會帶來的撕裂和消
耗，可能比想像中的要大得多，故在一
些違法違憲思潮或行為出現苗頭就及
時指出和加以制止、正本清源，將會是
特區政府未來一大新動向。

歷年首份報告「法治」為先
昨日公布的新年度施政報告主題為

「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擇」，副題為
「推進民主 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主題以「重法治」先行，相信是特區歷
年第一份以「法治」掛頭牌的施政報
告，也突顯了特區政府對法治的重視。
消息人士昨日透露，在「佔領」

後，特首希望在施政報告中重申法治
和推進民主的重要性。香港必須注重
法治，才可掌握政制改革及國家開放
的經濟機遇，從而在政改、經濟民生
等方面作出正確的抉擇。
在施政報告的開首，即序言部分，特

首點名批評《學苑》內容的違憲思潮，
這是從未有過的做法。顯然，這與特區
政府及700萬港人共同經歷了長達近3
個月的違法「佔領」事件不無關係。
消息人士昨日坦言，2013年1月16

日，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香港報章
發表題為《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
器》的文章，展開散播其違法「佔
中」理念。當時也有人輕描淡寫地表
示：「一介學者的學術之言，唔理佢就
冇嘢啦！」

「佔領」由筆端變真實禍害
不過，事實並非如此，開始時大家

以為僅是宣諸筆端的「佔領」行動不

僅成真，甚至持續了
近3個月，事件嚴重撕裂香港社會，
令全香港付出了龐大的代價。
消息人士並強調，中央與香港的憲

制關係十分重要。香港是中國的一個
特區，港人必須明確理解、嚴肅處理
這個關係，尤其在推動落實2017年
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港人必須要釐
清國家與香港憲制關係，否則，脫離
了這個正確的關係，任何討論都只是
捨本逐末、緣木求魚。
消息人士分析指，汲取「佔領」亂

局的教訓，可以預見，特區政府未
來若遇到任何違法違憲的論調時，
將會在第一時間提出，引發社會廣
泛討論，以達到正本清源，「以免
等到出了亂子才收拾殘局。」「因
為香港不能再承受因違憲行為而帶來
的巨大代價和消耗，遇到這種問題必
須及時講清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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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港獨」主張 與學術自由無關
特首梁振英在昨日發

表的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港大學生
會刊物《學苑》鼓吹「港獨」，各反
對派政黨均聲稱這是「侵害言論和學
術自由」。梁振英昨日引述《學苑》
有關鼓吹「港獨」的相關內容，批評
其中對香港的憲制地位有錯誤論述，
更提到如果香港要借助外力達到獨立
的幾個方案，並非學術研究，而是主
張。「這些問題不是一般的時事題，
是涉及到香港關鍵的憲制問題。」

梁振英昨日在施政報告記者會上，
被問到為何在施政報告中批評《學
苑》及旗下刊物，及此舉會否影響大
學的學術及言論自由。梁振英強調，
言論自由是香港核心價值，特區政府
十分維護，但《學苑》作為港大學生
會官方刊物，三番四次討論相關議

題，更結集成書，值得香港社會關注
和討論。他的批評，不影響香港的言
論自由。

涉港憲制地位非「小題」
他批評，《學苑》有關刊物對香港

的憲制地位的論述完全錯誤，如其中
一篇文章稱「民主回歸論死亡，『香
港民主獨立』應運而生。香港新的民
主運動是將香港獨立訴求與爭取民主
連成一線。」另一篇文章《談軍政，
看港獨》，更比較了香港和新加坡的
大小及人口多寡，分析香港和新加坡
一樣可以建軍。

梁振英坦言，大家可能認為這些只
不過是一些學生的一些偶發的思維，
可能抒發一下自己感情的寫法，但這
些問題不是一般的時事題，而是涉及

到香港關鍵的憲制問題，「正如兩年
前有人在報紙，這個是2013年1月份
提出要『萬人佔中，癱瘓中環』等
等。當時很多人說不需要理會它，你
不理它就不會有事，但是大家都看看
『佔中』，到它在年多兩年後真的發
生的時候，對香港所造成的衝擊和影
響。所以，正如我今早在施政報告所
說，我覺得這些問題我們要警惕。」

被追問在施政報告提及一份大學刊
物，是否「小題大做」及「收窄」學
術自由討論空間時，梁振英強調，他
欣賞學生關心香港未來發展，但同時
必須「是其是，非其非」。《學苑》
主張有關香港獨立的言論，不是一般
學術研究，而是主張，值得大家注
意，這些問題不能說是「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振英昨日發表特梁振英昨日發表特
首任內第三份施政報首任內第三份施政報
告告，，是歷年首份以是歷年首份以
「「法治法治」」為先的施政為先的施政
報告報告。。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鄭治祖）特首梁振英昨

日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以「重法治 掌機遇 作抉

擇」為主題，是香港回歸以來首份以法治為主題的施政報告。梁振英強調，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是高度自治而非「絕對自治」、「隨意自治」，強調追求民主應依法守法，否則會淪為「無政府

主義」，同時要警惕偏離香港基本法的政改主張。他點名批評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官方刊物《學苑》主張

鼓吹「港獨」，而「香港問題，香港解決」的口號更有違憲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