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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香港廣
西社團總會日前在網上發放7名中學生
發表支持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短片，
有網民即聲稱要將該7名學生「人肉起
底」。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在訪問中批
評，反對派試圖借事件製造「白色恐
怖」，有關學生根本毋須害怕被「起
底」，「講嘢又唔犯法，而且支持政改
方案，合理、合憲、合法，有咩問題？
之前有人直情叫學生『佔中』，支持政
改至少唔犯法，唔會俾人拉！」

不鼓吹把政治帶入校園
張志剛在訪問中表示，不清楚事件的

來龍去脈，但認為在目前的社交生態
下，有人在網上分享短片、相片，是自
然不過的事，「雖然我唔鍾意同人影
相，但我同你影得，都預你會放上
網。」他強調，從不鼓吹把政治帶入校
園，認為學生發表有關政改的言論，只
要合法便可。
就解放軍駐港部隊早前原定到訪香港

中文大學，與學生聯誼，但中大學生會
聲稱不滿被「統戰」，中大校長沈祖堯
最終決定將活動延遲舉行。本身是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委員的張志剛質疑，負
責校政的究竟是學生會還是校長，「如
果校長因為學生會反對就唔做，咁咪由
學生會管治學校囉。」

批不講道理只叫口號
他反駁中大學生會聲言，駐港部隊到

訪大學是「打壓院校自主」的言論，
「where is the logic？解放軍一向都在香
港，打壓甚麼？」他直言，現在香港社
會最大問題，是很多人不講道理、只叫
口號，「你驚咩呢？如果來訪問的是美
國籃球代表隊，又有無問題？」
他續說，中國解放軍軍艦訪問美國，

「又握手，又參觀軍艦，人哋美軍都未
驚啦！（駐港部隊）同你打場籃球你就
驚？只代表你自己無信心。」他批評，
若中大學生會不肯承認國家以至解放
軍，不如乾脆承認自己不是中國人。

批「再佔」違法「靠嚇」
信政府勇敢不退縮

駁陳祖為「泛民萎縮」論 稱普選是為700萬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香港大

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日前
接受報章訪問時稱，「袋住先」是弊多
於利，認為特首由普選產生後，會令建
制、「泛民」的政治實力更為懸殊，
「泛民」力量會不斷萎縮。張志剛在訪
問中反駁指，「究竟香港普選是為700萬
市民，還是為『泛民』的政治利益？搞
民主就是為了某些人的政治利益，通唔
通？」
張志剛在訪問中以國民黨馬英九擔任
台灣「總統」為例，指民進黨的鬥爭力
量不但沒有減弱，且一直加強。他不認
同反對派「飯盒會」召集人梁家傑所

言，經普選產生的特首獲得200萬、300
萬選票，便會「面上貼金、為所欲
為」，「馬英九有689萬票，有無『為所
欲為』？他民望有幾高？」
就陳祖為稱，特首選舉工程需要龐大

地區力量進行洗樓、家訪等工作，預料
特首普選會令建制勢力不斷坐大，張志
剛直斥「完全荒謬」，「如果全香港500
萬市民都支持民建聯，咪民建聯囉！呢
種思維完全荒謬，民建聯、工聯會就唔
要得，『泛民』政黨先要得，如果（普
選）令『泛民』唔着數，民建聯、工聯
會着數，所以就唔要（普選），呢個係
民主教授？」

問：特區行政長官可以拒絕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
案嗎？
答：可以。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如認

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區的整體利益，
可在3個月內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立法會如以
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原案，行政
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布。

（基本法第四十九條）

問：如果特區行政長官仍然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
通過的法案呢？
答：那就要解散立法會了。基本法規定，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如拒絕簽署立法會再次通過的法案，或
者立法會拒絕通過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或其他重
要法案，經協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見，行政長官可
以解散立法會。

（基本法第五十條）

問：解散立法會是行政長官一個人說了算嗎？
答：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解散立法會前，必

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而且，行政長官在其一任
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

（基本法第五十條）

問：如果立法會重選後仍然與行政長官出現不能
調和的法案爭議呢？
答：那就輪到行政長官要辭職了。基本法規定，

如果出現三種情況中的一種情況，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必須辭職：第一種是因為嚴重疾病或其他原因，
無力履行職務；第二種是因為兩次拒絕簽署立法會
通過的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仍以全體
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所爭議的原案，而行政長官

仍拒絕簽署；第三種是因為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
算案或其他重要法案而解散立法會，重選的立法會
繼續拒絕通過所爭議的原案。

（基本法第五十二條）

問：如果立法會拒絕批准財政預算案，政府開支
怎麼辦？
答：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立法會如拒絕批准政

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行政長官可向立法會申請臨時
撥款。如果由於立法會已被解散而不能批准撥款，行
政長官可在選出新的立法會前的一段時期內，按上一
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批准臨時短期撥款。

（基本法第五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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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區的
整體利益，可在3個月內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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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反對派組織「民
陣」早前聲稱，將於立法會表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時，發動10萬人包圍立法會，學聯也曾稱會再次
發動違法「佔領」。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表示，特
區政府會勇敢面對一切違法行為，「唔通你（反對
派）話要『佔領』，就叫建制派否決政改？你話有
10萬人，（特區）政府就要退縮，你不如講夠100
萬？」
張志剛在昨日訪問中批評反對派「靠嚇」，以違法
「佔領」的鬥爭手段達到政治目的。去年持續79日
的「佔領」行動，已令香港付出沉重代價。在去年
「佔領」期間，竟有法律背景的反對派中人稱，不能
「開口閉口都是法治」，「大律師嫌人講得法治多，
係咪荒謬？最基本的法治都不尊重，香港有無前
途？」

二十三條立法不能無限期拖延
被問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公布早前審議的《國家

安全法》草案第二次審議稿全文中，提及香港有義務
和責任維護國家安全，張志剛說，自己沒有具體研
究，不作評論，但強調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遲早要
立法，不能無限期拖延，「欠債還錢都要有時間，不
能只簽借據，但無打算還錢。」
他打趣道，反對派經常聲稱要落實特首普選後，才

進行廿三條立法，因此他們現時執意否決2017年特首
普選方案，就是不想特區政府就廿三條立法。

方案「真普選」「唔袋一世無」
批「民主派」謀殺民主 綑綁否決實謀永續「光環」

評「反共不能出閘」：正當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全國
政協副主席、前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日
前指，「反共」者不能「出閘」成為特
首候選人。特區行政會議成員、「一國
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在訪問中表
示，提名委員會制度並非要「篩走」不
同政見者，而是確保均衡參與、兼顧各
階層利益，包括中央的利益，因此「反
共」者絕不能當特首，「反美可否做美
國總統？反英又可否做英國首相？『反
共』者不能『出閘』，具有正當性。」

中央早表明 非「強加條件」
被問到如何定義「反共」，張志剛在

本報訪問中指，由1,200名提委按參選
人過往言行作判斷，「聽其言觀其行，
無得呃，張志剛係咪『反共』？每個人
都有把尺。」他強調，中央早已表明不
會委任「反共」者擔任特首，此非「強
加條件」，「要『不互為對手』，粗俗
一點，即係『你唔好想我死』。」
就有反對派中人指稱要求特首候選人

愛國愛港是「政治篩選」，張志剛反
駁，「全世界都無人反對國家，仲走去
選行政首長，玩咩？」特首必須受中央
認可，是「天經地義」，即使反對派成
功「出閘」並當選，中央也可以不委
任。

近期民調均顯示有近六七成受訪市民支持通過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僅一個民調顯示支持率「下

跌」，就被反對派大造文章。張志剛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表示，民意有上有落是正常現象，即使方案
支持率有所下跌，撐政改的比率仍然領先，「只係贏
4：0同4：2的分別，都係贏。你（反對派）夠唔夠膽
話，如果最終支持比反對多，你就投贊成票？否則就無
意思討論。」

政治人物要「負政治後果」
他指出，民調從來都只作參考，政治人物可選擇是否
按民意投票，「最緊要講道理、原因，並負政治後
果。」他說，「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支持
政改的比率一直維持在五成左右，但即使現在有七成民
意撐政改，反對派也表明會否決，「（反對派立法會議
員）黃毓民寧願辭職都唔投贊成票，民意有咩用呢？由
頭到尾都只係參考。」
被問到倘中央承諾於2017年後修改普選制度，或將
提委會「公司票」轉為「個人票」，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的支持率可提升至七成，張志剛反問道：「如果去到
表決前最後一日，方案無任何變動，你支唔支持呢？
（到時）又可能係另一個數字。」

方案修改機會「近乎零」
他直指，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的修改機會「近乎

零」，因為中央已在香港基本法作出承諾，可按附件一
修改特首產生辦法，反對派要求中央白字黑紙「承諾」
2022年可以改，是「百分百無可能」，「門已經打開，
有需要就按照『五步曲』改。如果中央真係承諾，到時

（2022年）原封不動，唔改又得唔得？要敷衍你容乜
易？到時全部建制派議員投反對票咪得！……中央唔會
咁兒戲，同你玩呢啲嘢！」
張志剛並質疑，要求中央承諾2022年可以改，邏輯上
有問題，「即係話現在是『假普選』，你叫中央點承認
這是『假普選』？首先這不是『假普選』，而是『真普
選』，只不過有人唔鍾意。」他強調，政改涉及原則立
場問題，中央不能「應承住先」，「你要中央正面或間
接承認這是『假普選』，跟住仲要畀你一個『真』的普
選，根本係不能接受。」

實現特首普選只是第一站
就反對派聲稱「袋住先等於袋一世」，他重申「唔袋
一世都無」，而實現特首普選只是第一站，「你今晚唔
鍾意食番茄煮牛肉，擺返入雪櫃，聽日都係食番茄煮牛
肉，無蝦仁炒蛋喎！」
張志剛解釋，「真普選」的構成條件只有兩個，一是
競爭性，一是「一人一票」，並以2012年特首選舉為
例，梁振英與唐英年便是「真正競爭」。他強調，選舉
最重要是有競爭性，指美國總統選舉主要由民主共和兩
黨競爭，參選人要爭奪黨內最多支持始能出選，而香港
特首普選卻有2個至3個名額，但香港從來沒有人質疑美
國實行的是「假普選」。
就坊間有人謔稱，倘由他、特區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邵善波、民建聯議員蔣麗芸參選特首，就是「無得
揀」，張志剛直言，若他參選特首，很多建制派人士可
能會覺得「對手弱」，反而提高了一些更具實力的人士
參選的機會，「憑甚麼指中央會支持一個香港人不支持
的人做特首？」他笑言，不會稱自己不受歡迎，但從過

去幾任特首可見，當選者都是高民望的人，特首普選更
無可能「欽點」。
距離方案表決僅餘個多月，張志剛坦言，特區政府現

時沒甚麼可做，只需以平常心看待，「（反對派）要打
個波出界，你都無辦法。」他並質疑反對派堅決否決方
案，就是想永續「民主光環」，繼續走「抗爭」路線，
最終卻出現一個弔詭情況，「『民主派』謀殺民主，為
了民主而否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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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距離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表決日子愈
來愈近，反對派至今仍
執意否決方案。特區行
政會議成員、「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
剛昨日接受本報專訪時
表示，方案的修改機會
「近乎零」，而要求中
央「承諾」2017年後可
以修改普選制度更「百
分百無可能」。他強
調，目前的方案是「真
普選」，「唔袋一世都
無」，並質疑反對派綑
綁否決政改，是想永續
民主「光環」，最終出
現 一 個 弔 詭 情 況 ，
「『民主派』謀殺民
主，為了『民主』而否
決民主。」 ■張志剛相信，特區政府會勇敢面對一切違法行為，面對反對派聲稱違法「再佔」，不會退縮。 劉國權 攝

■張志剛說，學生支持政改方案完全合理、合憲、合
法，而有網民聲稱要將該7名學生「人肉起底」，是試
圖借事件製造「白色恐怖」。 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