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長官梁振英（CY）昨日早上到北區和逾50名
地區領袖交流，除了向他們講述增加供應和遏抑非
港人自住需求的措施、再工業化及新農業政策的新
近發展外，也從地區領袖方面了解當區青少年面對
的問題、2030+規劃、外來人口、醫療資源、地區規
劃尤其沿海及邊境地區、地區文藝活動場地、當區
居民工作機會等議題。他大讚地區領袖掌握民情民
意，對各種地區問題既有認識，也有建議，意見值
得政府重視。CY昨日落區期間，不少市民爭相上前
集郵，有小朋友亦獲CY單手抱着影相留念，小朋友
更與他分享手上零食，氣氛融洽。

■文：鄭治祖、圖：梁振英fb

「 童 」 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症雙

邪」在立法會就職宣誓儀式上公然鼓吹「港

獨」、辱國辱華，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審議表

決，全票通過了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

釋。行政長官梁振英（右圖）日前接受新華電

視訪問時表示，身為特區首長，有責任根據香

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執行香港基本法，並會與

特區政府全面切實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反對派以「捍衛司法獨立」的名義反對人大釋法，其真實意圖是護「港獨」、反「一

國」。在民族大義問題上，反對派是非不分，與「港獨」分子沆瀣一氣，與國家為敵、與民

族為敵、與港人為敵，已經把自己置於不仁不義的地位，必遭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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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在民族大義上是非不分 與「港獨」分子沆瀣一氣

昨天，「反『港獨』、撐釋法」大聯盟在立法會外
發起大型集會，全港400多個團體的數萬市民，站在民
族大義、歷史責任之上，表達了堅決支持人大釋法和堅
決反對「港獨」的強烈聲音。法理昭昭、民意滔滔，
「港獨」入會，其性質嚴重到什麼程度？分裂國家、違
憲違法，與國家為敵，難以容忍！以「支那」辱罵同
胞，其性質嚴重到什麼程度？數典忘宗、喪盡天良，與
全體華人為敵，不配做人！然而，對於這些敗類的言
行，反對派選擇沉默，鮮有批評。而全國人大行使憲制
權力，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出司法解釋，合情、合
理、合法、合民意，天經地義，反對派卻感覺到似乎
「天要塌下來了」，又是妄言「人大釋法沒有效力」、
「嚴重摧毀『一國兩制』」，又是搞「黑衣遊行」，捍
衛所謂「司法獨立」。兩相對比，不難看出，反對派在
民族大義上是非不分，已經與「港獨」分子沆瀣一氣。

「捍衛司法獨立」是騙人的幌子
反對派看準了一些市民對「司法獨立」概念認識不
清、理解模糊的特徵，以「捍衛司法獨立」混淆視聽、
錯誤引導，反對人大釋法。那麼，香港的司法獨立是什
麼性質的？ 香港的司法獨立從何而來？人大釋法與香
港的司法獨立是否有衝突？這是必須弄清楚的三個問
題。
首先，香港的司法獨立不是「絕對獨立」。反對派經
常把香港的司法獨立與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進行類比，

這是對公眾的嚴重誤導。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
區，不是一個國家，香港的司法獨立，是相對於香港特
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而言的，不是相對於中央而言
的，其性質是「相對獨立」，並非不受任何約束的「絕
對獨立」，中央依法享有哪些權力？香港特區依法享有
哪些權力？基本法都有界定，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憲制地
位，不能拋開基本法談「司法獨立」。
其次，香港的司法獨立源於中央授權。「一國兩制」
下的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司法獨立是中央授予的高度
自治權的一部分。比如，基本法對釋法權就進行了分
解，涉及到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央和香港關係的問
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涉及到香港內部事務的問
題，授權香港法院釋法。從法理上講，被授權的一方，
沒有資格質疑、對抗授權的一方。所以，香港的司法獨
立不能凌駕於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之上，更不能拿司法
獨立抗拒和排斥中央的權力。
再次，人大釋法並不取代特區法院審判，與司法獨立

並不矛盾。人大釋法只是解釋法律，並不取代特區法院
審判，更沒有剝奪特區的終審權。在這個問題上，人大
發揮的作用類似於某些國家的憲法法院，負責對涉及到
違憲問題進行解釋，並不插手具體審判環節。
由此可見，所謂「捍衛司法獨立」是騙人的幌子，反

對派偷換概念，按自己的需要解釋「司法獨立」，而不
是按憲法和基本法的原則來解釋「司法獨立」，擾亂視
聽，蠱惑人心，欺騙社會。

護「港獨」反「一國」是其真實意圖
人大釋法一出台，就有「貌似法律權威」表示，在香

港法院已經審理有關宣誓案件的情況下，人大不應該釋
法。那麼，請問這些「法律權威」：沒有人大的司法解
釋，特區能夠阻止「港獨」分子進入立法會嗎？「港
獨」挑戰「一國兩制」底線、危及國家安全、損害市民
利益，甚至狂妄到進入特區政權和體制架構內搞「港
獨」的地步，這個問題還不夠嚴重嗎？此時不釋法，卻
待何時？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基本法的解釋權
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法理上說，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權在它認為有需要的任何時候解釋基本法有關條文，任
何人無權質疑和反對。
由此可以看出，反對派老謀深算，他們知道「港獨」
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不敢輕言「港獨」，就支持一
些年輕人衝在前面，他們扮演了兩個角色。一是「港
獨」幫兇，如「長毛」梁國雄之流，為梁、游二人充當
保鏢，強闖立法會，上演了一幕幕鬧劇；二是「港獨」
教父，如「政治大狀」李柱銘等人，運籌帷幄，抓取細
節，轉化議題，偷換概念，惡意演繹，設置「輿論陷
阱」。反對派拋出的一些觀點，看似有幾分道理，能迷
惑一些市民，但仔細推敲，則漏洞百出。事實上，反對
派的真實意圖就是護「港獨」、反「一國」，如果說，
梁、游等人是「明獨」分子，他們則是「暗獨」分子，
兩者並無本質區別，或者說有什麼明顯不同，早已沆瀣
一氣。

是非不分 必遭唾棄
反對派裝扮成一副為民代言、為民爭利、為民出頭的

「形象」，自認為做的很高明，沒有人看出破綻。豈不

知市民並非白癡。耍這點小手段，可
以騙人一時，並不能騙人一世。在民
族大義上善惡不明、是非不分，必遭
唾棄。
「港獨」嚴重衝擊「一國兩制」底

線，助紂為虐無異於政治自殺。習近
平主席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
年大會講話中強調指出：「我們絕不
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
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習主
席連用六個「任何」，這是對「台獨」、「港獨」等任
何圖謀分裂國家的勢力發出的最嚴正警告，威震四海、
響徹雲霄。回想中國在積貧積弱之時，都極力維護國家
統一和領土完整，今天的中國是鴉片戰爭170年以來國
力最強盛的時期，豈容「港獨」肆虐！反對派助紂為
虐，也只能是死路一條。
「港獨」分子無恥之極，激起公憤，包庇「港獨」分

子，就是與全體華人為敵。「支那」是日本軍國主義辱
罵中國人的詞語，承載了中華民族的辛酸、血淚和屈
辱，如今的日本也禁用這個詞語，如有人敢用，會遭到
日本國內輿論譴責，並付出沉痛代價，梁、游「雙邪」
作為中國人，竟然用此辱罵同胞，不忠不孝，不仁不
義，實乃孽障！反對派不僅對此鮮有批評之聲，還為其
百般辯解，包庇縱容，試問：良心何在？
反對派自以為前有「港獨」分子衝殺，後有境外勢力

撐腰，就能形成「反釋法」 的力量，但他們與國家為
敵、與民族為敵、與港人為敵，已經把自己置於不仁不
義的地位，最終會走向一條絕路。廣大市民昨日在立法
會外的集會，再一次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是香港的法
理高地、道德高地、民意高地。

屠 海 鳴

屠海鳴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 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梁振英在新華電視《香港傳真》欄目專訪中指
出，雖然「港獨」和其他分裂國家的主張是

極少數人的主張，但絕對不能姑息，包括在學校
裡面也不能討論或者發表「港獨」言論。香港基
本法賦予香港的是高度自治，並不是完全自治。
「我們高度自治並不是一般概念上模糊的、含糊
的高度自治，而是要按照基本法一章一節一款的
高度自治。」

關注公務員政治表態
他強調，堅決反對任何分離國家的主張及行
動，也絕不允許「港獨」勢力進入政治體制，
「『港獨』分子都不能出現在整個政治體制裡
面，公務員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的表態，我是非常
關注的。因為公務員在政治上應該中立的，尤其
是某些部門的公務人員，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
們毫不含糊。『港獨』分子就是在民間，我們也
必須按照法律處置好。」
梁振英在訪問中談到，香港作為在中國首個實

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特別行政區，回歸
後的香港保持着繁榮穩定，也讓「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偉大構想在這裡得到
成功落實。作為特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長」，
行政長官成為了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政策和香港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

他說，自從香港基本法在1990年頒佈之後，
「一國兩制」已不僅是一個概念，而是形成法
律，「『一國兩制』的落實就是基本法第一百六
十條的落實。」

港政治體制獨特難類比
曾任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表

示，1985年至1990年起草基本法過程中包含兩個
核心考慮，一個是要體現「一個國家、兩種制
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另一個則是保留香
港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導，「『一國兩制』是史無
前例的，是世界上除了澳門之外獨有的，所以我
們不能把外面的政治體制，隨便套用在香港。香
港有自己的政治體制設計。」
梁振英談到，在香港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政治

體制下，行政長官當選人通過本地選民選舉產生，
並由中央人民政府進行任命，授予香港高度自治的
權力。行政長官既向香港社會負責，也向中央負
責，行政長官獲委任後提名的主要官員，也由中央
進行任命，「但是立法會議員在滿足基本法要求下
通過選舉產生，不必中央任命。此外，根據基本
法，法例都是由行政機關向立法機關提出的，立法
會的議員本身沒有提出這個的權力，除非有關的法
律是與社會政策或者不牽涉財政的，這也體現了行
政與立法不同的權力的方面。」

拒「獨人」滲政治體制
執行釋法港府有責

本屆特區政府的任期將
於明年結束，特首梁振英
在過去一段時間兌現了多
少競選政綱？梁振英在新
華電視的專訪中表示，他

的競選政綱就是執政政綱，也是對香港市
民的莊嚴承諾。「政綱裡面有的，基本上
都落實了。有兩三個長期積壓的老大難問
題。我們正在社會上徵詢大家意見。包括
標準工時、退休保障等。這些也是屬於香
港長遠發展的問題，我們正抓緊時間落
實。」
梁振英在訪問中強調，「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是本屆政府所堅持的施政理念，經濟持續
發展是改善民生的根基。「發展經濟分兩個方
面，一個是擴大、深化傳統產業；另一方面是
培育新的產業。包括『再工業化』，我們現在
有條件發展新的高產值的工業。」
雖然環球經濟環境不明朗，但各項資料
顯示，香港近年來經濟基礎仍然良好，勞
工市場整體大致穩定，政府利得稅在2015/
2016財政年度錄得新高，達1,400億港元。
他說︰「在如今高度競爭的經濟環境下，
香港的企業經營雖然吃力，但政府的利得
稅收益創新高，說明企業的利潤也是歷年
來最高。」
梁振英強調，經濟發展作為基礎保障，特

區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持續投入大量資源，
並將房屋、扶貧、安老、環保列為最為迫切
解決的施政重點。經過四年多來政府和社會
各界的共同努力，民生得以改善。他坦言，
身在其位，要敢於擔當。「在前面三屆政府
努力的基礎上，我們現在工作要有一些成

果，我們必須對社會有承擔。為大眾做事，總會有人說
你，不要害怕，行之正道便好。」
他特別提到，最近在落實去年中央領導人提出的「國

家所需，香港所長」，確實發現很契合香港實際，也能
讓香港發揮優勢，可以不斷體現「一國兩制」的生命
力，在世界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能繼續維持香港在國家
發展中的作用。

重視行政立法 團結立會議員
立法會在過去一段時間經常出現爭拗，部分反對派議

員肆意拉布，梁振英坦言，身為行政長官，他十分重視
行政立法關係，特區政府施政離不開一個暢順的、充分
體現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立法關係。「我們要團結70
個議員，起點就是團結好40個建制派議員，但並不是說
我們不管30個『非建制派』，我們必須有個起點。現在
看來，本屆立法會跟政府和我的工作關係比上一屆有進
步，這也是行政立法關係在新一屆立法會產生之後的契
機。」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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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華電視《香港傳真》欄目於10月2
日起推出大型系列報道《香港特區政府這幾
年》，走訪特區政府官員和社會各界人士，
從經濟、民生、房屋、扶貧、安老、教育、

環保、青年、體育等方方面面，冀以客觀數據與發展個案
全面展現「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同時為歷史留
存本屆特區政府執行政務的印記，節目透過中國新華電視
（CNC）中文台（香港地區：now TV 369頻道）每周日
19:30面向全球播出。

探討香港實況 展現「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選舉
委員會分組選舉提名期今日截止，由上
屆高等教育界選委兼公開大學科技學院
院長何建宗牽頭、共11名來自多間大
專院校學者組成的「高教新力量」團
隊，已報名參選高等教育界選委。何建
宗表示，社會以至高教界都出現高度政
治化情況，不利本港發展，期望可選出
理性務實且可為高教界爭取最大利益的
特首，包括將科研經費提升至本地生產
總值的2%、增加大專院校行政人手及
對自資院校加強支持等。
「高教新力量」由11名學者組成參選
名單，競逐選委會高教界30個席位，團
隊名單包括公大何建宗及趙雨樂、港大周
中軍及霍偉棟、浸大翁建霖及蔡宗葦、嶺
大劉智鵬、城大顧敏康、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張桂宗、中大郭慧良、教大曾耀輝。

會審視候選人對教界取態
團隊指，近年香港社會出現太多政治

爭拗，連高等教育界都高度政治化，令
高教界的發展難以預測，增加同工發展
的不穩定性。何建宗表示，「高教新力
量」會視乎特首候選人過去對高等教育
界的取態，以及是否認同多個訴求，包
括將科研經費提升至本地生產總值的
2%、增加實任教職員數目、增加行政
人手、增加對自資院校的支持、嚴格執
行香港基本法，以保障「各類院校均可
保留其自主性並享有學術自由」等。
被問到對特首兼任大學校監有何看法，

何建宗認為，制度由英國殖民時期沿用至
今，若要放棄這個制度，社會必須有充分
討論。對於有部分大專院校曾舉辦所謂
「公投」，期望取消特首任校監必然制，

他就以近日美國總統大選為例，「特朗普
都可以當選，證明民調的可信度和代表
性，在學術上需要反省和檢討。」
「高教新力量」同時呼籲選民投票予
王于漸和雷鼎鳴等4名學者組成的「香

港重建」名單，並認同他們「興高教，
促互信，拚經濟」的理念。何建宗認
為，兩張名單理念相同但有所分野，強
調團隊反對綑綁式投票，亦不會投白
票。

「高教新力量」參選高教界選委

■■「「高教新力量高教新力量」」團隊參選高等教育界選委團隊參選高等教育界選委，，並公佈政綱並公佈政綱。。 溫仲綺溫仲綺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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