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舉結果
工務小組委員會主席選舉
候選人 結果
盧偉國 28票
梁家傑 20票
工務小組委員會副主席選舉
候選人 結果
易志明 28票
梁家傑 18票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選舉
候選人 結果
葉劉淑儀 24票
梁繼昌 15票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副主席選舉
候選人 結果
黃國健 24票
梁繼昌 16票

資料來源：立法會
製表：記者 李自明

A11 政情與評論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日前入
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要求降低
立法會參選年齡至18歲，他並揚言如
果勝訴他將參加明年立法會選舉，因
為現時的立法會內「老人政治問題非
常嚴重」，需要他這類「才俊」加入
議會。黃之鋒雖然家景寬裕，家住中

產屋苑，但仍然申請法援提出司法覆核。而且一如所
料，法援署對於所有政治性質的申請，基本上都會照
批如儀。因此，黃之鋒便可以不費一分一毫，用公帑
為自己鋪出參選之路。
不過，黃之鋒「食相」太過難看，結果弄巧反拙。
他近年為什麼能夠迅速上位？原因是他擁有「道德光
環」，其學生身份、不涉政治利益的假象對市民有欺

騙性，才令他受到一些人士的吹捧。但現在他卻為了
一己的政治利益，為了每月十多萬元的立法會議員薪
津，竟然搞出一場沒有必要的司法覆核，如此私心自
用，自然難以得到外界認同。但奇怪的是，這次批評
黃之鋒最猛烈的，卻非建制派人士，而是反對派，其
中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更撰文炮轟黃之鋒，指他選舉立
法會就會失去頭上的政治光環，教訓他要尊敬老一代
的「民主派」；不應輕率一句「老人政治」就抹煞在
議會耕耘二三十年的人云云。
梁家傑批評得有沒有道理？很有道理。黃之鋒此舉
等於是撕破了假面具，暴露了「民主小英雄」原來不
過是另一位「貪財小政棍」，為的都是自身利益，難
怪「學民思潮」也成為黃之鋒及其母親的「私人王
國」了。至於所謂「老人政治」也是言不及義，議員

都是選民選出來的，既是選舉產生，就沒有可質疑之
理。難道要立法會都充斥黃之鋒之流不學無術、書也
沒讀好、個人私德有虧的「紅衛兵」嗎？所以，梁家
傑批評得有理。
但梁家傑公然向黃之鋒開火，自然不是為了正義，
而是擔心下年立法會選舉「多隻香爐多隻鬼」。眾所
周知，反對派爭位從來都是刀刀見血，為搶位無所不
用其極。如果黃之鋒司法覆核成功，成功出選，很大
機會取得一席，而其他「學民」成員隨時也會參選。
這樣，反對派變相要將幾個直選議席讓予「學民思
潮」，這對於計劃在下年進行新舊交接的公民黨來說
將帶來極大壓力。如果梁家傑明年真的決定交班予譚
文豪，而黃之鋒又乘機空降九龍東，公民黨一席勢將
不保。而且，「學民思潮」未必能爭取到民主黨的地

區樁腳票，卻有能力分到公民黨的「理念票」、「明
星票」。即是說，黃之鋒如果成功參選，對建制派影
響不大，對民主黨影響也是輕微，但公民黨以至一些
激進派政黨如「人民力量」、社民連卻是首當其衝，
隨時成為黃之鋒進軍立會的犧牲品。
梁家傑當然明白黃之鋒打的是什麼算盤，並且經過

「佔領」一役，他們也知道這些「紅衛兵」目空一
切，根本不會與他們協調，想去哪區就哪區，屆時勢
令公民黨處於極尷尬的位置。因此，對於黃之鋒的司
法覆核，最憤怒的其實是公民黨，於是梁家傑唯有先
下手為強，咬着黃之鋒一句「老人政治」大興問罪之
師。梁家傑當然最希望司法覆核失敗，否則也要及早
打擊「學民」的光環。正如梁家傑在文中所言：「最
後，恃老賣老，給之鋒一個叮囑。從政要面對很多誘
惑和考驗，帶出一個人最好的一面，和最壞的一
面。」現在梁家傑就是要揭露出黃之鋒的最壞一面，
給他一個下馬威。在議席利益面前，公民黨不會放過
黃之鋒，恐怕反對派金主也會出手教訓，黃之鋒的光
環還可以持續多久，值得留意。

梁家傑炮轟黃之鋒 怕「多個香爐多隻鬼」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責任編輯：汪洋、袁偉榮 2015年10月15日（星期四）

從政者需要相當的社會閱歷和經驗積累

黃之鋒的說法，是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混為一談，
足見此人愚蠢無知、不學無術，連最基本的政治常識
和政治倫理都不懂。眾所皆知，由於從政者需要相當
的社會閱歷和經驗積累，世界各國一般對政壇重要職
位的被選舉人的年齡，設有比選民資格更為嚴格的年
齡限制。如美國公民年滿18歲符合居住條件就有選舉
權，而眾議員候選人的年齡是年滿25歲，參議員候選
人的年齡是年滿30歲，美國總統候選人的資格是出生

在美國，年滿35歲並居住美國14年以上的公民。黃之
鋒這麼講人權，這麼講平等，為什麼不到美國提出司
法覆核申請，指美國法律對眾議員、參議員和美國總
統候選人的年齡限制，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25條規定，即「凡屬公民……均應在真正、定期之
選舉中投票及被選」的規定。眾所周知，黃之鋒是美
國一些勢力捧紅的，美國人是他的後台老闆，他當然
不會，也不敢去美國鬧事了，如果他真的去了，恐怕
被世人笑掉大牙，相信《時代》雜誌也會換一種待遇
對他，不但不再吹捧他，反會以「愚蠢的面孔」將他

狂妄無知的形象暴露出來。

國際人權公約規定特定職位年齡可高於投票年齡
黃之鋒的狂妄無知，還在於他不知道國際人權公約

施行法第3條規定，適用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
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而人權委員會第25號一
般性意見規定：「對行使第25條保護的權利規定的任
何條件應以客觀和合理標準為基礎。例如，規定經選
舉擔任或任命特定職位的年齡應高於每個成年公民可
行使投票權的年齡是合理的。」

香港法律對議員年齡規定符合國際慣例和香港實際
同樣的道理，基本法制定的時候，已經對立法會議

員的參選年齡和行政長官的參選年齡作出周詳的考
慮，行政長官參選人必須年滿40 歲，立法會議員參選
人必須年滿21歲。這是因為有關的職位關係到香港的
繁榮穩定，要有一定政治閱歷的人出任，才可慎重處
理香港的事務。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香港永久居
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依法」兩個字很重
要，基本法及選舉法並沒有滿18歲就可以參選立法會
議員的規定，香港選舉法例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

員的參選年齡分別是40 歲和21
歲，就必須遵守。香港有關法
律的這些規定，既符合國際人
權公約的規定，更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黃之鋒的政
治常識如此膚淺，其行為又如此狂妄無知，怎麼可以
勝任立法會議員？

黃之鋒狂妄無知蠢到無藥醫，是因為他用他的狡猾
奸詐將他的愚蠢放大，正如莎士比亞指出：「愚人的
蠢事算不得稀奇，聰明人的蠢事才叫人笑痛肚皮，因
為他用全副的本領證明了自己的愚蠢。」黃之鋒用他
的全副本領，證明了他對基本的政治常識一無所知，
甚至連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根本差別也懵然不懂。

更為可笑的是，黃之鋒還興奮莫名地聲稱，預計司法
覆核須時3至6個月，即有可能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前有決
定，揚言若勝訴會考慮參選立法會。這正應了蒙田所
說：「愚者之所以成為愚者，在於固守己見而興奮莫
名。」黃之鋒提出司法覆核申請的事由，完全是胡言亂
語、荒誕可笑。這些都足以顯示出黃之鋒狂妄無知已經
到了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的地步。如果他還尚存有一點
點理智的話，就應該回到大學中好好讀幾年書，有了基
本常識和重新做人之後再談其他別的事情。

黃之鋒因在非法「佔中」期間上躥下跳，被《時代》雜誌以「抗爭的面孔」（The Face

of Protest）登在封面上，從此這個還未到弱冠之齡的少年，變得不知天高地厚，經常胡言

亂語，狂妄無知。日前他在高院提出司法覆核申請，指立法會條例規定年滿21 歲的永久居

民才可參加立法會地區議席的選舉，違反基本法及人權法中香港永久居民可以投票及參選的

權利云云，企圖把參選年齡減低到18歲，以利其參選。這種為一己之私而企圖破壞法制，

擾亂立法會選舉規定的做法，不僅顯示其野心之膨脹，也暴露其胡亂行事、荒誕可笑之醜陋

面目。

黃之鋒企圖藉司法覆核而參選立會是荒誕可笑

建制全取正副主席
工務人事小組委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反對派宣稱要「全面開戰」，搶奪立法會各委員會正副主席

職位。在昨日的立法會工務小組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上，建制派最終囊括全數正副主席職位，分

別由經民聯副主席盧偉國及自由黨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出任工務小組正副主席，並由新民黨主

席葉劉淑儀及工聯會議員黃國建，當選人事編制小組正副主席（見表）。他們強調，擔任主席最重

要的職責，必須確保會議公正有序，並會嚴格按照立法會利益申報制度辦事。

去年，反對派打破協議，突擊搶攻
財務委員會轄下工務小組及人事

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今年，建制派
釋出善意嘗試與反對派協調，但反對
派竟倒過來宣稱要向建制派「全面開
戰」。結果，建制派繼上周囊括財委
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後，昨日再
度成功當選工務小組及人事編制小組
委員會正副主席全數席位。

盧偉國：確保討論有序公正
在工務小組委員會上，盧偉國與公
民黨黨魁梁家傑競逐主席職位。盧偉
國強調，工務小組每年須審議特區政
府多項工務工程，發揮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市民大眾期待關乎香港可持續
發展的工務工程能夠順利開展，「在
工程順利開展的同時，公帑也要適當
運用，故主席職責必須確保會議有秩
序、公正、正當地進行。」
不過，反對派不斷借題發揮，試圖
借「雞毛蒜皮」理由將選舉政治化。
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毛」聲言，去

年梁家傑出任主席時「力挽狂瀾」，
避免特區政府的撥款申請「亂批」，
但今年建制派參與委員會人數眾多，
建制派出任主席已是「內定」結果，
「目前的情況是『隔夜燒賣』，意即
『預先整定，肯定發臭』。」
梁家傑則揚言，他去年出任工務小

組委員會主席，通過的工程項目及金
額總和，較盧偉國早年領導的工務小
組為多，「工程審議的先後次序是非
常重要，我會以香港最大利益衡工量
值，確保民生項目得以順利處理。」

批反對派既拉布又邀功荒謬
盧偉國則不點名反駁指，有反對派

議員刻意拉布，最終項目通過竟倒過
來邀功，這是極端荒謬的事，「工務
工程涉及長期、中期、短期，即使個
別議員質疑項目沒有迫切性，但從香
港長遠規劃出發，工程絕對有即時開
展的需要。我不會以易與難排序，這
是邏輯上的謬誤。我會按照立法會利
益申報制度辦事。」

葉太：公正不阿有效率主持
隨後，葉劉淑儀與會計界議員梁繼

昌競逐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職
位。會上，民主黨議員黃碧雲要求兩
人介紹「參選政綱」，葉劉淑儀隨即
反駁指，議員競選的是法定委員會主
席，並非直選議席，根本毋須交代所
謂的「政治化政綱」，但她強調倘若
當選主席，定會以公正不阿及有效率
主持會議。
黃碧雲聞言突然「潑婦罵街」地聲

稱，葉劉淑儀態度傲慢，「葉劉淑儀
一句大過嚟：問咩問？使咩問啊？你
根本唔識嘢。係咪這個意思？這是很
差的做法。我擔心她當上主席後，議
員連發問的機會都無。你參選就要交
代，問都唔得？」民主黨主席劉慧卿
則揚言，立法會正是「政治化場
合」，大家應各自表達立場後投票。

引法官指會議順利主席有責
葉劉淑儀強調，立法會顧名思義是

立法組織，議員有很多機會發表政治
意見，作為主席最重要是確保程序有
效率，「這點法官對立法會主席剪布
裁決時提到，主席有責任確保會議順
利進行，當然議員也有足夠發問，劉
議員毋須擔心。但黃碧雲堂堂博士，
她正在歪曲我（的意思），我根本沒
有提及她說的話，佢講晒，我根本毋
須作答。議會發言咁嘅水平？要想睇
我政綱，可以睇新民黨網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
會明日將開會再度審議創新及科技局撥款申請，特
首梁振英昨日率團在特拉維夫繼續以考察以色列科
技發展為重心的官式訪問，馬不停蹄為香港創科業
界向外取經。其間，梁振英與當地科技始創公司代
表會面，又到訪技術轉移計劃全球首屈一指的特拉
維夫大學，期望代表團借鏡有創業之城美譽的特拉
維夫，完善香港培育科技始創公司的條件，兩地未
來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有更多合作機會。
梁振英昨日與香港業界和學術界人士組成的代表

團，探討如何參考以色列在發展創新及科技方面的
豐富經驗。代表團昨日首先參觀位於索萊克的海水
化淡廠。索萊克海水化淡廠是世界上最具規模採用
逆滲透技術的海水化淡廠。梁振英即場試飲海水化
淡廠的飲用水時說：「我們亦正在將軍澳發展海水
化淡廠，完成後將可擴闊香港的供水來源。」

倡港助以國實踐科研成果
代表團隨後參觀以色列其中一所在跨學科研究方

面領先的研究院魏茨曼科學研究院。梁振英讚揚研
究院在科研方面的成績有目共睹，期望未來以色列
和香港在科研方面會有更多合作機會，「香港享有
資金自由流動、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使用普通法
的傳統、普及英語，並且致力為所有企業提供一個
公平競爭環境的優勢。」他續說：「我們可以協助
實踐以色列的科研成果，並把新構想發展為產品和
利潤。」
梁振英昨午在特拉維夫市長胡爾代陪同下，與兩間

科技始創公司的代表會面，了解公司的發展。特拉維
夫有「創業之城」的稱譽，擁有全球最高的人均創業
數字。梁振英期望，代表團可借鏡特拉維夫，汲取經
驗，完善香港培育科技始創公司的條件。
高等教育方面，梁振英昨日並到訪特拉維夫大
學，了解其全面的技術轉移計劃，該計劃在商業化
研發成果方面堪稱全球首屈一指。除現時特拉維夫
大學與香港多所大學已開展的研究合作外，梁振英
期望兩地未來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有更多合作機
會。

介紹港「一帶一路」角色
梁振英亦在香港貿易發展局特拉維夫顧問辦事處的開幕酒會

上致辭，介紹香港的優勢和作為聯繫中國內地與以色列以及世
界各地的獨特角色，以及在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下，香
港有潛力在促成貿易、推廣投資、保護知識產權、專業及解決
爭議服務等方面發揮中介人角色。
梁振英今日將前往倫敦，在英國展開為期兩日的官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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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昨試飲以色列海水化淡廠的飲用水。

譚志源：「十三五」規劃寫港澳專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由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率領的特區政府代表團，昨
日上午到訪國務院港澳辦，與港澳辦副主任周波就
國家「十三五」規劃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事宜
交換意見。譚志源在會面後向媒體透露，國家「十
三五」規劃綱要預期在第四季度會有草稿，其中港
澳相關內容會用專章的形式來撰寫。
譚志源透露，他昨與周波見面時，主要是圍繞着
怎樣跟進「十三五」規劃的工作，以及在「一帶一
路」方面，特區政府如何可以適當地參與及有所貢
獻，交換了很多意見。同時，譚志源亦趁機向周波

講述特區政府在「後政改」各方面的工作，最主要
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的工作，並就此交換了
一些意見。
對於香港是否仍會在「十三五」規劃綱要中單列

一章問題，譚志源表示，一直有與國家發改委和港
澳辦保持溝通。「我的理解是「十三五」（規劃）
在未來將會開始正式進入比較具體的草擬階段，原
則上，在『一個兩制』的原則下是會用港澳專章的
形式來撰寫相關的內容。」
譚志源指出，「十三五」規劃綱要是一份綱領式

的文件，所以內容是方向性、原則性的比較多，容

許在一個原則和方向的框架之內，具體因應實際情
況和當時的經濟及各樣政策的需要在後續工作來補
充。「所以，大家會預期在第四季度有草稿時，也
會是一些原則性和綱領性的工作。」

與各部委交流「一帶一路」
譚志源此次是應外交部邀請，率領特區政府代表

團到訪北京和西安兩地。在京期間，代表團分別會
見了外交部、文化部、國家發改委、國台辦、國務
院港澳辦、商務部等不同的部委，圍繞「一帶一
路」主題進行交流，同時亦就「十三五」規劃展開
工作溝通。14日中午，代表團一行轉往西安繼續訪
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