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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昨日發佈的 2015 年《法
治藍皮書》，提到香港去年發生「佔領」
行動，指其中明知違法而故意為之的行
為，或會令市民產生一種錯覺，就是只要
有一定人數，即使違法亦不會被拘捕，令
人擔心香港優良的法治傳統有可能受到嚴
重侵蝕。的確，法律的權威體現在有法必
依，違法必究，法律沒有被嚴謹執行就會
喪失權威，法治精神也將蕩然無存。去年
的「佔領」行動對本港法治的最大傷害，
是在社會上散播了「公民抗命不破壞法
治」、「法不責眾」的歪論，直接導致在
「佔領」結束後，各種違法「鳩嗚團」、
暴力「光復行動」等等大行其道。執法部
門有必要嚴正執法，盡快依法檢控「佔
領」搞手，消除對香港法治環境的傷害。
否則，香港將由法治之區淪為無法無天之
地。

去年長達79天的非法「佔領」行動，對
香港造成嚴重傷害，「佔領」分子肆意衝
擊警方，引發大規模暴力騷亂，社會秩序
和市民生活生計受損，一度令香港被外界
視為動亂之都，更令本港引以為傲的法治
基石遭受史無前例的衝擊。因此，在「佔
領」結束後，社會各界都要求盡快檢控
「佔領」搞手，重塑香港法治精神，恢復
香港文明之都、理性之都和法治之區的形

象。
警方自 1 月起以預約形式先後拘捕非法

「佔領」搞手，包括「幕後黑手」黎智
英，「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及朱
耀明，多名學聯及「學民思潮」首腦，以
及多名反對派人士。但被捕人士爭相玩弄
「踢保」把戲，旋即獲得釋放。儘管警方
強調保留再拘捕及落案起訴的權利，但律
政司至今仍未對有關案件是否落案起訴作
出決定。

由於遲遲未檢控「佔領」搞手，法律尊
嚴受損，令一些人產生錯覺，以為犯法後
只要高舉政治抗爭旗幟就可不必承擔法律
責任，令激進暴力違法行為如病毒一樣蔓
延。由較早前的旺角「鳩嗚團」搗亂行
動，到近期的所謂「光復行動」，一小撮
激進分子肆無忌憚的辱罵、狙擊內地旅
客，連本港市民亦被殃及。激進分子如此
目無法紀，與法治精神受到空前衝擊有必
然聯繫。

非法「佔領」行動在去年12月15日完成
清場後，警方曾承諾3個月內完成調查，如
今3個月已過，律政司應抓緊時間，盡快依
法檢控「佔領」搞手。若對犯法者不檢
控，只會鼓勵更多人犯法。只有將「佔
領」搞手繩之於法，才能真正維護香港法
治尊嚴。

檢控「佔領」搞手 維護法治尊嚴
標準工時委員會昨日取得共識，建議立法規定日

後勞資雙方簽訂合約時，須訂明工時與相關福利細
節。標準工時委員會同意就規管工時立法，邁出推
行標準工時一小步。但是，勞資雙方對應否立法訂
立標準工時的問題分歧明顯，勞方更質疑僅由勞資
雙方約定工時，會變成由僱主決定工時，變相助長
長工時合法化，有違標準工時立法保障打工仔權益
的初衷。香港作為成熟的商業社會，理當保障勞工
階層權益，希望政府、勞資雙方繼續理性協商，慎
重而行，努力縮窄分歧，力爭在保持企業競爭力和
保障勞工權益之間達致平衡，探索出一個各方都可
接受的標準工時方案。

香港是全球長工時地區之一，政府統計處2013年
報告顯示，全港僱員去年的每周工時中位數是45小
時，但不少工種的僱員工時逾50小時，一些中式酒
樓及保安人員的工時，甚至高達60小時以上，大大
超出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每周工作40小時的標準。
長時間的工作影響勞工身心健康，增加家庭矛盾，
有損社會和諧。更大的問題在於，本港至今未有立
法規管工時，有超過一半的超時工作沒額外補薪。
標準工時委會委託顧問公司於去年所作的調查發
現，近200萬打工仔（佔全港勞工人數61.1%）的合
約沒有訂明超時工作補償方法，導致打工仔「有汗
出而無糧出」。如今標準工時委員會同意，日後僱
主須在僱傭合約中列明工時、加班補水、休息日、
吃飯時間等內容。從無法定要求到有法定要求，可
以說是立法規管工時踏出的第一步。

但對這一步，勞工界代表並不「收貨」。勞工界
最不滿意的是標準工時委員會未能建議「一刀切」
立法訂立標準工時，反而建議由僱主主導釐定合約
的工時與相關福利，等同賦予僱主獲得長工時的
「尚方寶劍」，打工仔超時工作的問題沒有得到有
效解決，部分弱勢行業勞工爭取合理權益的話事權
反被削弱，處於更不利地位。事實上，設立標準工
時委員會、立法規管工時，出發點是保障僱員有合
理工作時間及相關利益，尤其是保障市場議價能力
較低的基層勞工。如果不能達致這一目標，與立法
本意就背道而馳了。

一個文明的社會必須建立合理公平的勞工市場，
切實保護勞工權益。現時全球有100多個國家設有標
準工時，香港鄰近的台灣、新加坡、韓國、日本等
國家和地區亦已經實施標準工時多年。香港社會至
今對設立標準工時的分歧難以收窄，主要是本港企
業以中小企業為主，人力財力有限，再加上近年本
港勞工短缺突出，企業擔心硬性規定標準工時將增
加成本，影響競爭力，部分企業甚至可能被迫結
業。因此，規管工時、保障勞工權益時，亦確實需
要考慮保持本港企業競爭力的問題。這其中的矛
盾，涉及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工作性質，也涉及不
同的勞資相對關係，非常複雜，還需勞資雙方充分
表達各自的理據，細緻考慮彼此的利益，以理性謹
慎的態度，尋求一個勞資、政府、社會都能接受的
最大公約數。立法的進程，要與這種討論同步，慎
重而行，切不可匆忙立法，徒增新的矛盾。

標準工時須兼顧勞資利益慎重而行
A6 重要新聞

綑綁否決政改 無智無禮無誠
期望中央讓步屬「嘥氣」人大決定未來仍是憲制基礎

鄭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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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方案將於今年立法會暑假休會前進行表決，鄭耀棠昨日
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批評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早前開記者會表明

綑綁反對人大常委會「8．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是缺乏基本政治
智慧，「半點禮貌和誠意都無」，相信中央都會感到「話不投機半
句多。」

要求撤人大決定 更屬「開玩笑」
鄭耀棠質疑，倘反對派一直「企硬」，以為中央最終會就香港政

改讓步的想法是「嘥氣」，絕不可能出現，而要求撤銷人大決定更
加是「開玩笑」。
鄭耀棠相信，中央指香港政改是「硬任務」，代表2017年落實特
首普選是中央對香港的莊嚴承諾，一定要成功推動，但能否通過是
立法會議員的責任，「你不僅唔領情，仲要砌到佢（中央）體無完
膚，畀中央好大『反彈』。」
他個人分析，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閉幕後的記者
會上，沒有說出普選特區行政長官是中央政府承諾或希望政改通過
等說話，反映中央政府對通過香港政改已經「打定輸數」，通過與
否都「冇乜所謂」，「我自己揣測，喺佢（中央）心目中呢個（香
港政改）問題喺整個國家裡面唔係最重要。」

「佔領」後 中央很信任特首
被問到全國「兩會」期間曾傳出一旦否決政改方案，會「令特首梁
振英很大機會連任」，鄭耀棠直斥此說法「荒謬到極點」，相信中央
不會為因應某人而設計普選方案。但他強調，中央在「佔領」事件後
對梁振英有很高的信任度，但仍要考慮梁振英是否計劃連任。
他並批評，所謂「政改過唔到香港就難以管理」的說法是在「嚇人」，
但認同未能落實普選，難免會拖慢施政效率，這也是民主的代價。
不過，鄭耀棠對政改最終能否通過仍然審慎樂觀，因為立法會議

員總不能逆民意而走，而一旦方案被否決，日後再推政改仍要基於
人大「8．31」決定。
針對反對派鼓吹的所謂「公投」，鄭耀棠認為，特區政府已經做
了兩輪政改諮詢，坊間也有很多民意調查結果支持在人大框架下通
過政改方案，故此毋須也不應該進行類似「公投」的民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特首梁振英日前首度承認次女梁齊
昕有情緒健康問題，並懇求大家給予其女兒空間和時間康復。特區
行政會議成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昨日坦言，不排除會有政
敵借梁振英的家事來攻擊他。
鄭耀棠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被問及其家事會否影響這份信任，
或被人批評他未能管好家事，「如何管治香港。」鄭耀棠承認，是次
事件或多或少會影響梁振英的公眾形象，但強調這是梁家的家事，很
多政治或公開人物都有這類問題，主要是看能否處理得好。

如常主持行會和提問
鄭耀棠又指，不排除有政敵會找機會攻擊梁振英，但他透露在行

政會議期間，即使秘書頻頻拿文件給梁看，梁仍如常主持會議和提
問，直到一個議程完結後的休息時間，才交代將會議交由政務司司
長主持，其處理手法可以接受。
另外，梁齊昕昨晨6時主動在社交媒體公開留言，稱自己已
「自由」，但未有交代去向。

倘允政制將來可改 郭榮鏗研「轉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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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在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計劃訪

港前公開表明綑綁否決政改，令對話告吹。特區行政會

議成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鄭耀棠昨日批評，反對派表

明綑綁否決是「無政治智慧、無半點禮貌和誠意」，倘

期望中央最終讓步是「嘥氣」。他認為，中央對香港政

改已經「打定輸數」，又重申即使政改方案最終被立法

會否決，日後再推政改仍要基於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的憲制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今年
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香港郵政
將於下月2日發行紀念郵票，以誌其
盛。一套4枚郵票以插畫形式闡述在
香港基本法實施後香港特區的不同面
貌，並展現內地和香港的緊密關係。
各郵政局會由今日起發售正式首日
封，郵政總局等多間主要郵政局亦會
展出郵票及相關集郵品。

下月發行 寓保安定繁榮
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文

件，以法律形式訂明「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並規定了
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香港基本法
於1990年4月4日經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自
1997年7月1日起實施。今年4月4日
是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為紀念這

個富有歷史意義的日子，香港郵政將
於下月2日發行紀念郵票。
此套郵票一套四枚，由關信剛設計，

趙芷琪繪圖，以插畫形式闡述在香港基
本法實施後，香港特區在不同方面的面
貌，展現內地和香港特區的緊密關係。
小全張以漫畫化的香港地圖作為背景，
四枚郵票分布在地圖上各地區，寓意香
港基本法為香港的安定繁榮奠下穩固基
礎，並提供全面的保障。
小全張則以漫畫化的香港地圖作為背

景，4枚郵票分布在地圖上各地區，同樣
寓意香港基本法為香港的安定繁榮奠下
穩固基礎，並提供全面的保障。
各郵政局由今日開始發售正式首日

封，每個售價1.2元。郵票及相關集郵
品於同日起在郵政總局、尖沙咀郵政
局、荃灣郵政局、沙田中央郵政局和
屯門中央郵政局展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特首梁振
英早前引述特區政府的民意調查，指超過
半數的港人願意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落實普選。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昨日解釋，民調由中央政策組委
託專業機構進行，只供特區政府內部參
考。
在昨日立法會大會上，民協馮檢基提出書
面質詢，稱梁振英沒有提供民調詳情，有「公
眾人士」投訴特區政府選擇性或不全面發布
民調結果，質疑特區政府是「意圖操控輿
論」，並要求當局交代民調詳情，及考慮將
來發布民調結果時同時公開詳情。

專業機構進行 僅港府內部用
譚志源在書面回覆中指出，梁振英當時

引述的是中策組委託專業機構進行的一項
民意調查，中策組不時就主要的社會、經
濟和政治議題，委託專業調查機構進行民
意調查，而調查只供特區政府作內部參考
之用，有關的詳細資料一般不會公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對派立法會議員
堅拒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在先，在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主任李飛來港前擺出不友
善姿態令雙方溝通告吹在後，令反對派備受香港社會各界
批評， 4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組成的「宣傳小組」在昨日
首次碰頭會議上，初步提出了多個爭取輿論支持的方案，
包括培訓一批年輕「打手」，以層壓式「人盯人」手法向
親朋戚友逐一「洗腦」等。

培訓「打手」向親友灌輸反政改
為爭取輿論「認同」反對派持否決政改方案以至拒絕與中
央溝通是「合情合理」的「4人小組」昨日舉行首次碰頭會。
小組成員之一、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會後稱，一些年輕
人曾在「佔領」行動中簽署「決志書」，「4人小組」稍後
將再召集有關人等，以「日營」等形式向他們提供培訓，當
該批年輕人在掌握資訊和方法後，就會「單對單」向身邊親
友發放訊息，爭取他們支持反對派的立場。
被問及此舉形同層壓式洗腦傳銷，黃碧雲辯稱，這是

「牧者」帶領其他「小羊」的方式。
她續稱，在「佔領」行動期間，有參與者自發製作不少宣

傳單張，提供資料，反對派日後落區就政改問題游說公眾時，
可以用這些資料作為藍本，匯集成所謂的「資訊包」，大派
特派，令市民「同情」反對派的否決政改方案立場。
有關宣傳構思將於明日的反對派「飯盒會」上提出討

論，倘獲「拍板」就會盡快推行。
另外，「4人小組」並計劃邀請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

總監鍾庭耀，向反對派解釋「全民投票」的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雖然反對派27名
立法會議員早前再次綑綁宣稱會否決政改方案，但
其中不同人也有不同的想法。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
榮鏗昨日公開聲稱，若特區政府或中央官員承諾將
來政制可以再有所修改，自己會視乎對方的承諾而
考慮會否「轉軚」。他又謂，希望將來可以增強與
中央的溝通。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政改決定已表明，香
港在普選特首後，將來可以再實行立法會普選。郭
榮鏗昨在接受DBC電台的訪問時稱，這並不等如

政制行前一步。其後，主持舉例說，倘特區政府或
中央官員承諾在2017年有普選後可以再修改制
度，反對派會否支持通過方案時，他回應說，可以
再看看中央如何列明承諾再考慮。

反對派應與中央多溝通
郭榮鏗稱，其實反對派應該與中央有更多溝通，

但目前卻是沒有經常溝通，因此無法建立互信，到
有大事出現時，大家才一起見面兩小時，其實這樣
也不是溝通，並認為雙方也有責任去改善，令大家

有更好基礎，增加互信。
就目前民意反映多數人希望按照香港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在2017年落實普選，
郭榮鏗聲稱，目前民意未有很明顯的傾向，因為支
持和反對的數字差距不遠。
不過，在主持人問到反對派是否應該針對「泛民

支持者」對政改的意見時，即他們也希望先讓政改
通過然後再修改，郭榮鏗又突然稱，反對派議員被
市民選出後，應該是要代表整體香港人，以全港的
民意及利益為依歸。

■香港郵政將於下月2日發行紀念郵票——「基本法頒布25周年」

■鄭耀棠昨批評，反對派表明綑綁否決是「無政治智慧、無半點禮貌和誠意」，圖逼中央最終讓步
是「嘥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