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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基本法頒布紀念基本法頒布 2525周年專輯周年專輯

問：香港特區官員要由中央政府任免
嗎？
答：香港是直屬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

方特別行政區，主要行政領導當然要由中
央政府任命或免職。香港基本法明確規
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香港基本法第四章
的規定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
政機關的主要官員。

（香港基本法第十五條）
問：哪些特區政府官員要由中央任命？
答：須要行政長官報請中央政府任命，

或建議中央政府免除職務的官員包括：各

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
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
長，海關關長。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問：香港特區的行政管理由誰負責？
答：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

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依照香港基本法
的有關規定自行處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
政事務。這是中央政府授權香港特區擁有
的高度自治權的重要部分。

（香港基本法第十六條）
問：香港特區的行政管理權包括哪些？

答：香港基本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行使的行政管理職權作出了明確規定。具
體包括：（一）制定並執行政策；（二）
管理各項行政事務；（三）辦理香港基本
法規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
（四）編制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
（五）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附屬法
規；（六）委派官員列席立法會並代表政
府發言。

（香港基本法第六十二條）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基本法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基本法知識答問（五）

教界批戴耀廷向港大校委會施壓
黃均瑜：查清疑點合情理 吳國恩：戴拿謠傳評論無意思

戴希立何漢權促推基本法教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委員、基
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戴希立昨日表示，現時年輕
人對基本法認識不足，是一直以來教材設計和定位存
在問題，建議日後改變教育方針，要多談「一國」與
「兩制」的關係，並引導學生多了解當年草擬基本法
的爭議，以及香港在基本法的基礎上幫助國家發展
「走出去」的角色等。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則建
議由小學開始，逐步向中學，甚至大學推廣基本法，
並全面取消高中的校本評核，令老師有空間教授基本
法。

過往多談權利少講責任
戴希立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在日前的基本法
研討會中，有年輕人反映對基本法認識不足，對於基
本法的「小憲法」地位不太了解，最近有關基本法的
歷史亦有很多不同演繹。他指：「我覺得政府過往，

比較着重講述基本法如何保障香港人利益，主要從好
的角度講，就是香港人在基本法下有甚麼權利，通俗
說法就是有什麼着數，但是有甚麼責任，這部分過去
很少學習。」
戴希立認為，現時年輕人對基本法認識不足，這不
是年輕人問題，而是一直以來教材設計和定位的問
題。他建議日後改變教育方針，要多談「一國」與
「兩制」的關係，並引導學生多了解當年草擬基本法
的爭議，和香港在基本法下幫助國家發展「走出去」
的角色等。
出席同一節目的何漢權亦指出，基本法頒布25年，
香港回歸也有17年，雖然教育局指高中通識科和小學
常識科已有教基本法，但認為局方對基本法教育的重
視不足，整體亦缺乏規劃。

將內容滲透到不同科目

何漢權認為，教育局應該設立課程或平台，讓小學
生、中學生甚至大學生學習基本法，並建議全面取消
高中的校本評核，令老師有空間教授基本法。他認
為，現時投考公務員都要考基本法，質疑為何不由小
學開始教育。他又形容基本法每條都是「硬條文」，
不贊成獨立成科，應該汲取國民教育科的經驗，將內
容滲透到不同科目中，如歷史、通識等科目，以教導
學生正確認識「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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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尚未立法，香港於保
障國家安全方面欠缺法律條文。提倡內
地制訂「反港獨法」並在香港實行的中
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昨日表
示，雖然中央官員高度評價他的建議，
但還是希望香港自行就二十三條立法。
他指香港於捍衛國家安全的法律範疇處
於真空狀態，去年又出現違法「佔領」
行動及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社會
是時候去討論二十三條立法。
馬恩國早前率領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

的「依法治國訪京團」，先後與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副主任張榮順及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等官員會面，
反映最近香港有人不認同國家和提出
「港獨」主張等情況，因此建議以「反
港獨法」填補二十三條遲遲未立法的真
空。他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李飛
對香港一班律師起草「反港獨法」的努
力高度評價，但他指中央仍是希望香港
能自行為二十三條立法。

捍衛國家安全法律處真空狀態
對於有人質疑其提出「反港獨法」是做

「打手」，馬恩國並不認同。他認為，香
港於捍衛國家安全的法律範疇處於真空狀
態，去年又出現「佔領」行動及有富商懷
疑受外國勢力指使捐錢支持「佔領」，傳
媒也多次報道外國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故
雖然部分港人仍然對2003年二十三條立
法的風波有陰影，但社會是時候去討論二
十三條立法。他又指出，2003年與現時的
立法會議席分布不同，當時估計差一票才
能過半數通過二十三條，但現時建制派議
員卻多達43人，相信現時在立法會有足夠
票數支持。

冀政改表決後諮詢「反港獨法」
馬恩國形容，其建議的「反港獨法」是「狹窄的二

十三條」，因只包含二十三條當中反分裂國家的內
容，又指二十三條的立法範圍可能太廣闊，「反港獨
法」或較二十三條容易凝聚共識。他說正考慮與律政
司和特首梁振英商討有關事宜，希望能在政改方案表
決後就「反港獨法」進行諮詢。
公民黨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昨日發新聞稿，

聲稱二十三條已涵蓋處理禁止「港獨」的條文，如
有任何建議認為先就二十三條內訂明的某種罪行立
法，是「不諳及違反二十三條的錯誤主張」，更聲
言若認為中央可透過其立法並將適用範圍涵蓋至香
港，「是破壞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危險言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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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政傘兵」攻區選 被質疑搞「精英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年1月成立

的反對派組織「青年新政」早前聲稱，會於今
年區議會選舉中，以「佔中雨傘族」的年輕
「傘兵」名義參選。該組織召集人兼中西區社
區主任梁頌恒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揚言，區
選理念是要「充權於民」，被主持質疑所謂為
市民「充權」是搞「精英主義」，不一定是居
民想法，理念脫離實際，難贏議席，梁頌恒則
死撐稱市民有權但可不用，說法「騎呢」。

主持人指參選理念偏激
梁頌恒昨日在電台節目中妄言，今年區選

後，有意再用4年時間，於2019年下屆區選在
十八區區議會取回反對派主導權。他又以自己
負責的中西區為例聲稱，中西區要起3間酒店，
會影響當地居民生活，當區有居民開始「反

思」議會是否只有一種聲音。不過，主持人隨
即反問，中西區區議會已為當區居民爭設圖書
館和港島最好的游泳池，還已爭取了地鐵站，
以改善居民生活質素作為補償，質疑梁頌恒思
想太偏激，沒有顧及大部分居民想法，難以取
得議席。梁頌恒回應時則顧左右而言他，一時
指社區規劃不是只有游泳池，一時又指居民應
有權就未來社區規劃表達意見，沒有正面回
應。
梁頌恒又聲言，「青年新政」區選理念是要

「充權於民」，主持人又質疑這是搞「精英主
義」，因為居民可能只需要實際服務，「充權
與否」並非市民真正需要。梁頌恒同樣沒有正
面回應，只稱要懂得與不同階層市民溝通，又
辯指所謂「充權」就是讓市民有權，但市民可
以不用這個權利云云，說法「騎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民主黨中
委、前立法會議員黃成智日前呼籲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先通過政改方案，惹來黨內「少壯派」
攻擊。曾粗暴阻礙區議會開會的民主黨中常
委、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昨日聲言，黃成智的
言論違反中委會決議案，自己會向該黨紀律委
員會投訴黃。黃成智則回應說會坦誠面對紀委
會的調查，強調其言論是「憑良心」。

許智峯投訴黃違黨紀
許智峯昨日發出新聞稿，稱將正式向民主
黨紀委會投訴黃成智的言論，違反該黨中委
會就「反對人大『8．31』框架，及否決『8
．31』框架下的政改方案」的決議案。他聲
稱，黨內「絕對可以有不同意見」，但必須
尊重黨內的民主決策機制，而黃成智繞過機

制的公開言論，令該黨在政改問題上立場變
得模糊，「受公眾猛烈批評，對民主黨不公
道。」
黃成智昨日回覆傳媒查詢時說，會坦誠

面對紀委會的程序，並指個人榮辱並不重
要，「最重要係我哋真係有機會表達我哋
嘅良心說話。」他又稱不會收回言論，
「我所講嘅內容，都係憑我良心，我真心
相信我依家提出嘅方案，其實係對香港嘅
民主進程係有承擔同埋係有好處。」

梁美芬：民主黨欠民主氛圍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與傳媒茶敘

時，對黃成智被黨友投訴感到詫異，指事件
反映民主黨不肯包容不同意見，欠缺應有的
民主氛圍，「只係識鑽牛角尖。」

■黃成智稱會坦誠面對民主黨
紀委會的調查，強調其言論是
「憑良心」。 資料圖片

戴耀廷向港大作出4筆共145萬元的「神
秘捐款」問題，令公眾憂慮「黑金」湧

入學界，港大最終交由審核委員會調查事
件。該校校務委員會早前討論有關調查的報
告，結果要求審核委員會再交「終期報
告」，而報告內容及校委會開會內容，至今
未有對外公布。

三筆捐款全無依內部指引
各方消息指出，其中3筆共130萬元的「神

秘捐款」，包括向法律學院捐贈、前院長陳
文敏經手的30萬元，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捐
贈的80萬元，以及向文學院捐出的20萬元，
全部無跟從內部指引。此外，向文學院的捐
款更被指不符原本用途。據了解，由於報告
只是指出問題，未有指出誰要負責，故校委
會不收貨，要求再交「終期報告」。日前則
傳出審核委員會拒絕再交報告，但願意再作

闡述的說法。

戴不避嫌公開評論審委會
戴耀廷涉事其中，但卻毫不避嫌，日前於報
章上撰文，刻意讚揚審核委員會「拒絕終期報
告」是「專業」、「有風骨」，又指責「建制
派委員」向審核委員會「施壓」。
對於有關說法，教聯會會長黃均瑜直言，

戴耀廷作為被調查的人物，有關事件「輪不
到他說話」，「他現在只是在說些對自己有
利的說話，並非公正的評論，如果沒有問題
的，怕什麼別人再查下去？真金不怕紅爐
火。」黃均瑜又指，若事件尚有疑點未釐
清，校委會會員要求查個水落石出，亦是合
情合理，「任何的語言都可以被視為『施
壓』，戴耀廷的說法其實也是在對『建制派
委員』施壓。」

戴不知開會情況亂責委員
港大校委會委員吳國恩則表示，每個人都

有權評論任何事，但對於戴耀廷的說法，他
則指出，戴耀廷無從得知實際的校委會開會
情況，所謂的「建制派委員向審核委員會施
壓」只是謠傳，認為戴耀廷建基於其他人的
講法去作評論事件根本沒有意思，「每一個
委員都是從大學利益出發，如果他們有疑
問，去提出問題，這是很正常的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港

大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的「神秘

捐款」問題尚未落幕，本身是受查

對象的戴耀廷日前高調於報章上撰

文，刻意「讚揚」審核委員會「拒

絕終期報告」是「專業」、「有風

骨」，又指責「建制派委員」向審

核委員會「施壓」。有教育界人士

質疑戴耀廷於事件中有利益衝突，

其文章只說對自己有利的話，並非

公正評論；況且若事件有疑點，委

員要求查個水落石出，亦是合情合

理，向校委會「施壓」的其實是他

本人。有校委會委員亦指，戴無從

得知校委會開會情況，所謂的「建

制派委員向審核委員會施壓」只是

謠傳，認為戴建基於其他人的講法

去作評論事件，根本沒有意思。

■戴希立

■■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基本法規定，，特區主要官特區主要官
員由中央政府任免員由中央政府任免。。圖為時任國圖為時任國
家主席胡錦濤為現屆特區管治班家主席胡錦濤為現屆特區管治班
子就職監誓子就職監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何漢權

■吳國恩指，戴耀廷建基於
他人的講法作評論沒有意
思。 資料圖片

■戴耀廷日前撰文「讚揚」港大審核委員會，被質疑是
向委員會「施壓」。圖為港大校委會主席梁智鴻及校長
馬斐森。 資料圖片

■消息指，戴耀廷涉及的3筆「神秘捐款」，全部無跟從內部指引。圖
為港大校園。 資料圖片

■黃均瑜批評，戴耀廷作為
被調查者，「輪不到他說
話」。 資料圖片

黃成智：挺政改言論「憑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