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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參選人不能排除中央權力
梁振英：高度自治憲制安排 有別一般地方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近

日不少人討論到中央在特首選舉中的

角色問題，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強

調，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權力，比其

他國家的地方首長的權力要大得多，

因此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給予

額外的授權，使香港有高度自治權，

這是香港的憲制安排。中央根據基本

法在特首選舉，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

上有權力，以履行對全國、對香港的

責任，「因此，任何一個有誠意、認

真參選行政長官的參選人或日後的候

選人，不能夠隨便排除中央對香港的

權力、對全國的責任。」

籲參選人比拚施政理念政綱
新一屆特首選舉提名期昨日開始，梁振

英昨晨在出席行政會議前主動談到，「我
希望香港可以在根據基本法和其他相關法
律的情況下，通過行政長官參選人、候選
人他們的理念、政綱和能力的比拚，選出
一個能夠為香港服務的、一位好的行政長
官。」
他續說，幾名主要的特首參選人目前已
提出了自己的參選政綱，或一些初步的政
綱，「最好的做法，我相信就是通過大家
直接辯論，我認為這是一個最好的做法，
畢竟離開行政長官選舉投票的日子只不過
還有個多月時間。我看與其大家幾個主要
參選人隔空通過傳媒來放話，我覺得不如
幾個候選人坐在一起，大家盡快辯論他們
的施政理念、他們的政綱，同時讓市民看
到他們在執行這些政綱時候的能力。」

無跡象修改「8．31」決定
就各參選人談到政改問題，特別是在提

到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時有不同
的說法，有人更提出人大常委會日後有可

能會改變「8．31」決定，梁振英強調，
「政改這個問題大家都非常關心。現在沒
有任何跡象顯示，人大常委會會修改他們
『8．31』的決定、『8．31』框架內提出對
香港政改的一些要求。」
梁振英並主動提到，「在政改問題上也

好，在行政長官選舉問題上也好，中央在
香港根據基本法有它的權力，在行使權力
時，亦履行中央對全國、對香港的責任。
因此，任何一個有誠意、認真參選行政長
官的參選人或日後的候選人，不能夠隨便
排除中央對香港的權力、對全國的責任，
包括在行政長官選舉這個問題上。」

中央任命授予自治權
他解釋，香港是中國一個有高度自治的
地方政府，不能夠跟外國的地方選舉相提
並論，「特區政府有全面的立法權，我們
自己有獨立的財政。全國性法律只在（基
本法）附件三羅列出來的那幾條在香港實
施，其他不在香港實施。在其他地方，全
國性法律全部都在該地方實施。所以如果
你比香港行政長官跟倫敦市長、東京市
長、紐約市長的權力，我們行政長官的權

力大得多。」
梁振英續說：「為什麼大家都是選舉產

生的地方首長，我們的權力大得多？因為
香港的行政長官在選舉產生後，他得到中
央的任命，通過任命給予額外的授權，使
一方面是香港的選民選舉產生，另一方面
是中央任命產生，使行政長官有高度的自
治權力，使香港有高度自治權。」
在這情況下，他強調，「所以我們必須
認識清楚香港的憲制安排，香港的高度自
治並不是完全自治。反過來說，如果香港
的行政長官，他沒有高度自治權力，而香
港不是高度自治，香港的自治程度只不過
是例如倫敦或好像倫敦市長、東京市長、
紐約市長這樣的話，我相信基本法當年的
寫法不會這樣，中央亦不需要關心哪個行
政長官當選人可以任命或不可以任命。」
梁振英表明，「這是香港基本的憲制安

排，我們在討論一些大的政治問題時，這
些都是嚴肅的問題。中央對香港政改它有
的權力、『8．31』方案它的權力的根源，
以至中央在行政長官整個產生過程中有的
權力，它對全國的責任，這些是嚴肅的事
情，我們要認真、要認識清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包括曾俊華、胡國興和葉劉
淑儀等特首參選人先後以取消或暫停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作為政綱，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昨日指，有關TSA的
取態似已被用作單純反映政治立場，以爭取民意支持，但他
認為，應從專業角度更仔細檢視去年試行計劃的研究結果，
包括學校反應正面及成功移除操練誘因風險等，對學校來
說，參與今年更新後的基本能力評估（BCA）研究亦是可行
做法。
教聯會昨日舉行傳媒飯局，其間就各特首參選人的教育政

綱表達意見。黃錦良不點名地慨嘆指，現時TSA的立場已
成為特首參選人的政治立場，可見TSA政治化的情況，而
有關討論往往未有回應去年試行計劃的專業研究。
他續說，去年50所參與試行計劃的學校反應均十分正

面，且試卷題目亦已有所調整。經專家委員會檢視，認同試
行版已成功移除評估風險及操練誘因，故教聯會認為，今年
更新後的BCA研究應進一步推至全港。

林鄭倡增撥50億教育開支 學界欣喜
就參選人林鄭月娥前日公佈政綱中，提出增撥50億元經常性

教育開支，以落實訂定幼師薪級表、改善中小學教師編制及短
期合約教席轉常額教席等具體政策方案，本身為幼稚園校長的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表示，有關內容令學界欣喜，她本人亦特
別關注幼師薪級表部分，期望能優先處理。她又提到，現時學
界亦很關注特殊教育需要（SEN）學童的需要，但暫時未見於
參選人的教育政綱中，希望有關問題獲得重視。
同時，教育評議會也公佈了在上月進行、有關教育界對新

任特首教育施政期望的調查，400多名受訪者中，近八成人
認為特首應委任在教育專業具識見、對國家和香港有承擔的
人士出任教育局局長，亦有74%人認為特首應增撥資源於基
礎教育，71%指特首應建立能釋放及持續提升教師質素的學
校體制。

憂TSA政治化
教聯會：變政治工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甘瑜）負責
選出特首的選舉委員會，涵蓋了香港社會不同
界別，原意是要確保勝出的特首人選能夠平衡
各階層的意見，不會「大細超」，但部分特首
參選人似乎都集中爭取反對派選委的提名。特
首候選人林鄭月娥昨日表示，由於「泛民」選
委擬綑綁提名、自由投票，她相信自己現階段
不會獲「泛民」提名，但希望投票時可爭取到
支持。

葉太承認落後 有信心夠提名「入閘」
另一特首參選人葉劉淑儀昨日分別拜會了出
版界、「全民退保聯席」、香港工商專業聯
會、孔教的選委及界別代表，就各項議題分享
了她的看法及闡釋政綱理念。她表示，自己仍
在數算獲得的提名票，又形容她的拉票工作比
其他參選人艱苦，並承認比其他參選人落後，
但相信自己在工商界的表現有好評，在廠商會
及工業總會均得到提名，未來她會繼續與不同
界別的選委會面，有信心取得足夠提名「入
閘」。

另一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昨日與反對派的「專
業議政」會面。他稱，是次會面坦誠，並希望
得到對方的支持，又透露目前已有選委提名
他，但沒有透露人數。

胡國興「半告急」「無前排咁樂觀」
特首參選人胡國興昨日在與鄉議局約20名代

表會面後稱自己要「半告急」：他目前僅有3
張提名票，有些本來承諾提名他的選委以為他
夠票而「轉軚」，「家唔係咁樂觀，無前一
排咁樂觀。」雖然無證據顯示有人惡意放風，
但他認為曾俊華搶去他不少「泛民」的提名，
令他「有啲恐慌」。
他又不點名指，有參選人突然轉政綱，選委
就要「考慮清楚」對方會否真心去做自己答應
了的事。在記者追問是否質疑曾俊華非真心
時，他則稱，自己個個參選人都質疑，但又忍
不住寸，自己提出重啟政改不會跟隨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點解（有人）一路話
跟『8．31…』，家又（話）睇情況？……有
人信佢咁無計喇！」

料不獲「泛民」提名 林鄭冀投票時爭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是
西方情人節，特首參選人、新民黨主席葉
劉淑儀趁此機會到灣仔囍帖街向市民派發
玫瑰花，祝願香港市民情人節快樂。
葉劉淑儀昨日中午偕女兒一同於灣仔

利東街派花。她表示，自己預備了100 枝
花，祝市民情人節快樂。有市民在接花後
與她合照並說支持她，但也有市民可能因
為記者太多而不敢步近。最終，早已預備
的100枝玫瑰花到接近「收隊」時還剩下
一半，不少市民見到記者散去後才敢趨前
取花。

胡官上載短片 鬍鬚發表情信
另一特首參選人胡國興昨日傍晚也在fb

上載一段自己手持玫瑰花束向太太示愛的
短片。他在片中稱，自己近日很忙，無法

抽空陪伴太太，但稍後「開埋個會趕嚟同
你食飯」並說「I love you」，更標註到
「搵人tag返胡太丫（吖）唔該」、「嗱
我有講㗎」。
特首參選人曾俊華昨日則在facebook出

post貼出一張與太太及眾人午膳的相片，
並發表《給香港的情書》。他稱，情人節
的真諦不是情人，而是幸福，又乘機推銷
自己的政綱，「或許我的政綱無法滿足所
有人，但我願意聆聽。或許我的雙手不能
做到所有事，但我願意信任。或許我的理
念未必完美到無瑕，但我願意坦白。」
他續稱，「五年之後的情人節，希望

你（香港市民）能夠說︰『我生活在香
港，感到幸福。』」他同時標註了「曾
太」和「今天我們不談『一國兩制』只談
一生一世」等字眼。

葉太灣仔派玫瑰 祝情人節快樂

在選舉委員會1,200名選委中，反對
派選委約佔四分一。近日，這四分一的
選委竟成為特首提名期開始時的「焦

點」，這與個別參選者將精力集中在拉反對派的票，甚至為
此而「調整」自己的政綱實有莫大的關係，特別是有人在全
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這涉及中央底線的問題上「話
變就變」，這些人即時成功入閘甚至當選為特首人選，隨時
不獲中央委任，造成憲制危機，這真的是香港之福嗎？
已故近代思想家梁漱溟在其著作《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
表示，中國文化的致命缺陷，乃是早熟早衰，形成一種不講
道理，只是忍讓、「和稀泥」的習性，大家都因循苟且地度
日。這也造成了古代中國只有王朝反覆，而無進步的結果。
近日，有特首參選人為了爭取提名票，不惜修改政綱，以討
好反對派，正正是這段文字中所描述的情況。

觸碰中央底線 非稱職特首人選
本來，特首代表全港市民的利益，參選人盡力爭取社會不

同界別、不同階層以至不同政治光譜者的支持，實是應有之
義，問題是，如果一名參選人只得依靠反對派選委才能入
閘，是否一個健康的現象？特別是反對派選委提出，重啟政
改不能以「8．31」決定為基礎，明顯觸碰中央的底線，挑
戰中央的權力和權威，而有人為了入閘更在這個問題上向反
對派「跪低」，就令人搖頭嘆息。
特首需要向香港負責，更要向中央負責。過去5年，香港

不斷受到由反對派挑起的國教事件、違法「佔領」、旺角暴
亂、議會拉布等政治事件衝擊，香港市民都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附和這些不講道理者，試圖「和稀泥」，這算得上是稱
職的特首、是香港之福嗎？ ■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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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選舉提名期昨日展開，特首參選
人、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全國人大
常委會「8．31」決定及香港基本法
第廿三條的問題上立場有所「鬆
動」，終取得部分反對派選委的提
名：繼「高教界民主行動」中的5名
選委後，「民主進步會計師」昨日也
宣佈，將21票提名票中的17票交予
曾俊華。
反對派選委「300+」連日開會協
調，稱各選委目前有3種取向，一是
提名曾俊華，二是提名胡國興，三是
根據所謂「公民提名」去提名。「高
教界民主行動」5名選委謝永齡、王凱
峰、張星煒、張祺忠及吳國恩，前日
在另一參選人林鄭月娥公佈政綱前率

先舉行記者會，稱在考慮了選民民
意、各參選人的政綱及與他們會面的
表現後，決定提名曾俊華。

張星煒寸「300+」：讓胡國興入閘「仲弊」
被問何以未待林鄭公佈教育政綱後

才決定時，謝永齡稱早前在與對方
會面時，對方給他的印象是對高教
界「毫無認識」云云。至於何以不
提 名 胡 國 興 ， 張 星 煒 暗 寸
「300+」，質疑讓胡國興入閘只是
在「做場騷顯示有民主競爭」，更
稱對方一旦入閘將影響選舉結果，
到時「仲弊」。
「民主進步會計師」則於昨日宣

佈，將21票提名票中的17票交予曾俊
華，稱提名決定已考慮參選人的民

意、施政理念及「促成良性競爭」等
因素，並希望更多符合「基本要求」
的參選人入閘，令接下來的候選人辯
論更有意義，更能激出火花云云。
負責協調反對派 300 多名選委的
「專業議政」昨日與曾俊華會面。
「專業議政」召集人郭榮鏗會後透
露，會上和曾俊華討論了政改問題，
並引述對方指「8．31」決定是重啟政
改起步點和法律上的事實，但同時重
申會作「無前設」的諮詢，即「8．
31」決定以外的意見都會「聽」。
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

郭榮鏗則引述曾俊華稱，預期香港基
本法廿三條的立法工作因爭議大而會
很漫長，故他一旦當選，會成立國際
人權專家小組確保廿三條立法不會牴

觸香港的人權，又相信小組需要較長
時間決定如何推出白紙草案和諮詢云
云。
郭榮鏗續稱，「300+」未決定提
名，只重申方向是循胡國興、曾俊華
及「公民提名」3個途徑，又會在未來
一段時間逐步開始循這3方向提名，
並相信已有部分選委提名了曾俊華和
胡國興，但拒絕透露300多名反對派
選委會如何分佈在3個提名方向，以
免「影響到對面或者西環個操控」，
故不方便公佈云云。
他又聲言，不覺得曾俊華獲得的大

部分提名都來自反對派是壞事，認為
正當的邏輯應該是參選人得到反對派
支持，只會有助其當選特首後的管
治。

「鬆口」討好反對派 薯片添17提名票

■葉劉淑儀在灣仔派花。 梁祖彝 攝

■梁振英強調，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權力，
比其他國家的地方首長的權力要大得多。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相
信自己現階段
不會獲「泛
民」提名，但
希望投票時可
爭取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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