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曾智庫獻計 倡行會變內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文殊）近

日政圈傳出特首梁振英將出任全國

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

昨日透露，今日舉行的全國政協常

委會會議，議程包括增補梁振英為

全國政協委員，明日會表決，而全

國政協下月13日的大會將會表決一

項「人事事項」，未知會否增補梁

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他讚揚梁振英

真心為香港做事，將來可以更上一

層樓，在中央層面為國家及香港做

更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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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棋讚真心為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由
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倡議成立的智
庫「香港願景」昨日發表「十大政
綱」施政建議。曾鈺成建議中央在

港設政治顧問一職，直接進入行政
長官辦公室，作為中央政府與特首
溝通的橋樑。他並建議基本法廿三
條立法分階段進行，先易後難，先
修改本港現行《刑事罪行條例》，
處理叛國、顛覆及分裂國家等罪
行。曾鈺成認為在下屆新政府任期
內完成廿三條立法「時間充裕」。
曾鈺成指出，中央意願不需要以

太多其他途徑傳達至港，建議由中
央直接委派政治顧問駐港，凡涉及
中央管理範圍或涉及中央與特區關
係的事務，行政長官做決定前，均
可透過政治顧問直接與中央溝通。
他建議下屆政府應爭取在任內完

成廿三條立法，認為實現可能性較
大。在下屆新政府上任後，至新一
屆立法會議員換屆前，政府有3年
時間推行廿三條立法，他認為時間
充裕。
曾鈺成又建議修改《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取消行政長官不得具政
黨成員身份的限制，讓行政長官與
政黨間建立緊密關係。他建議行政
會議轉為政府內閣，因非官守成員

不參與政策執行，建議非官守成員
人數不多於5人，不設非官守成員
召集人。政府政策由內閣集體負
責，政策執行由有關主要官員個人
負責。
曾鈺成又指，高官問責制有進一

步優化空間，認為司長及局長需與
行政長官及內閣有相同的施政理
念，行動一致。他又指，政府政策
多由政府管理層共同制定，若有關
政策未獲立法會通過，司局長無須
為此負責或下台，但若在政策執行
或推行過程中，因司局長個人決定
導致失誤才需負責。
就有傳聞指梁振英將獲任為政協

副主席，曾鈺成強調事件並不出
奇，基本法並無規定特首不可在政
協任職，認為兩者無矛盾。且梁振
英即將退任，卸任特首出任政協已
有先例，董建華便是。
至於被指手握大量反對派提名票

的特首候選人曾俊華有機會在勝出
後不獲中央任命，曾鈺成回應稱，
相信中央會給出具說服力的理由，
不會無緣無故不任命。

昨日抵達北京準備出席全國政協常
委會會議的陳永棋透露，會議議

程包括增補梁振英、中國銀監會前主
席尚福林、國家發改委前主任徐紹史
及商務部前部長高虎城4人為全國政協
委員，明日會議將表決增補名單。
被問到全國政協大會期間有否議程

增補梁振英為副主席，他指大會將於
下月13日表決一項「人事事項」，暫
時未知內容，而根據規定，如要增補
梁振英為副主席，梁首先要被增補為
政協委員，在大會中經主席團與常委
會開會通過，最後由大會表決通過。

可為國為港辦更多事
他讚揚梁振英真心為香港做事，在

民生方面推出很多回應當務之急的正
確政策，而梁振英決定不參選特首，
可以先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將來或
可「更上一層樓」，在中央層面為國
家及香港做更多事。他又指梁過去已
出任過兩屆政協委員及兩屆政協常
委，增補梁為政協委員或有深意。

曾鈺成：若梁任副主席升特區地位
曾任全國政協委員的立法會前主席

曾鈺成昨日認為，若梁振英擔任全國
政協副主席，既可以提升香港特區的
地位，亦不會抵觸「一國兩制」。
對於梁將來或會有特首及政協副主

席雙重身份，曾鈺成指國家憲法及或
香港基本法都沒有規定特首不能兼任

政協副主席，不認為梁出任副主席會
在政治上有任何影響或矛盾。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

會長劉兆佳認為，如果梁振英要到明
年換屆才出任政協副主席，梁會有一
年時間沒有任何公職，現在的安排可
以在國家層面發揮作用。
多名政協委員也對梁振英或出任副

主席一事態度正面。全國政協港澳台
僑委員會副主任、經民聯監事會主席
林建岳早前指，如梁振英出任副主
席，幫港人發聲「絕對有幫助」。
全國政協社會和發展委員會副主

任、民建聯會務顧問譚耀宗認為，港
人如果有機會參與國家領導層是一件
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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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廂曾俊華
在得到主流反對
派支持下成功

「入閘」，那邊廂長毛梁國雄卻在同日宣佈
棄選特首。他對外表示至今仍未取得3.8萬
個「公民提名」，即使至本月28日「公民
提名」的投票結束，大多選委票都已分配其
他參選人，因此再繼續爭取都沒有太大意
思。而社民連、「人民力量」、「香港眾
志」、朱凱廸、劉小麗等團隊亦宣佈，停止

收集提名，意味着所謂「公民推薦」、「公
民提名」正式宣佈收檔，反對派連表面的民
主遮醜布都棄之如敝屣。
長毛的退選表面是因為提名不足，但誰都

知道這是主流反對派打壓的結果。以長毛的
知名度、多屆立法會選舉的得票，怎可能連
3.8萬個「公民提名」都拿不到？真正原因
是反對派各政黨聯合抵制，阻撓其爭取提
名，更阻止自己的支持者支持長毛。同一時
間，反對派政客及其評論員，沒日沒夜的攻

擊長毛參選是在「攪局」，影響曾俊華選
情，是為林鄭月娥助選云云。這種荒謬的理
由竟然出自一些資深反對派政客之口，反映
他們為了抹黑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
步，甚至一些社民連成員，也被主流反對派
成功「策反」，反對長毛參選。
最終在「眾叛親離」之下，再加上反對派選
委已明言就算長毛取得足夠提名票，他們也不
會給予提名，最終令長毛決定棄選。固然，長
毛參選是不安好心，志在攪局破壞選舉，他最

終不能參選不足為奇。但問題是，長毛有權參
選，但竟然遭到所謂「盟友」百般打壓，通過
不同手段去阻撓其參選，甚至對其進行人格謀
殺，這已經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從政治倫理上講，長毛的政綱和政治立

場是最符合反對派的要求，理應成為反對
派的代表。然而，由於反對派要在選舉中
「造王」，於是不但不支持長毛參選，甚至
對其落井下石，不斷施放暗箭，要長毛知難
而退，以免他參選「分薄」反對派的選委
票，影響「造王」圖謀，請問這何來半點民
主精神？最可笑的是，一些反對派政黨還未
看過長毛的政綱、還未與他會面時，就已經
表示絕不會給票長毛。反而一些參選人在
政治立場上左搖右擺，一時說政改要根據

人大「8．31決定」，一時又說不需要；在
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又一日三變，
這樣的人竟然可以得到反對派甘心奉上提
名票，這教長毛情何以堪？
誰都知道反對派打的是什麼算盤，但他們

既然自稱「民主派」，自稱捍衛民主價值、
捍衛所有人的參選權，就應該言行一致，就
算不支持長毛，也沒有必要使橫手打壓。然
而，他們「造王」造昏了腦，甚至是多年
「盟友」都可以打壓，連所謂政治底線都置
之不理，目的就是為了「造」出一名與中央
對抗的特首，這些人還有資格自稱「民主
派」嗎？從長毛被打壓事件可以看到反對派
的所謂「民主」，其實就是「泛民作主」，
根本沒有半點民主精神。

反對派打壓長毛何來民主精神？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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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警案判決再次撕裂社會 負面影響不可忽視

加劇香港社會撕裂
「佔中」黯然收場後，被撕裂的香港

社會本已在慢慢彌合，但七警案判決重
新撕開了傷口，令社會對立再度升級。
七警被重判，引起全城譁然，群情激
憤，社會各界紛紛支持聲援獲罪員警，
靜坐、遊行、籌資，主張上訴改判，為
法治正名，還員警公道。
《蘋果日報》和一些外媒密集發文讚

揚法官判決，譏諷醜化七警及支持的民
眾，香港反對派乘機落井下石，侮辱抹
黑整個警隊，挑撥市民與警隊的關係。
七警案裁決再次觸動了社會撕裂的傷
疤，譴責七警與同情七警的兩方勢成水
火。「佔中」過後，香港社會警民彌合
是市民的期盼，但判決將這一期盼徹底

擊碎，社會撕裂進一步加劇，這個結果
令人心痛。

雙重標準助長激進分子氣焰
七警案判決結果在香港社會引發的鼎

沸民怨，源於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圍
攻、辱駡、用尿液淋員警的惡徒被姑息
輕判，辛苦執勤、每天平均工作15小
時、承受巨大壓力的員警卻鋃鐺入獄，
一生盡毀，令全體香港警員傷心，讓幾
百萬香港市民寒心，有損公正，有悖常
理。尤其荒謬的是，「佔中」禍首和四
十多名主要搞手至今無一人被起訴。
「佔中」一些非主要搞手和旺角暴亂中
擲磚襲警的暴徒，刑期只有2天到10個
月不等，更多是罰款、感化令、社會服
務令了事。變相縱容、姑息有關惡行。

在雙重標準、罪與罰嚴重失衡、犯事毋
須付出成本的情況下，助長激進分子氣
焰，暴徒有恃無恐，膽子愈來愈大。
當法律不是用來「懲惡揚善」，而是

相反時，其惡劣影響不言而喻。英國哲
學家、大法官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
的審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還要
嚴重，因為犯罪不過弄髒了水流，而不
公正的審判則敗壞了水的源頭。」今次
判決的雙重標準，辱警襲警者被縱容和
美化，盡忠職守的警員卻遭重判，傳遞
的資訊是暴力襲警毋須代價，動搖市民
對法治的信心，香港的法治根基也受到
嚴重動搖。

紀律部隊士氣受損
七警從被拘捕、起訴，以至審訊，經

過兩年多的折騰，本身已是一種懲罰。
據聞已花了過千萬元的律師費。上訴所
需的律師費，聞說也可能過千萬元，對
陷入牢獄之災，面臨可能被革職、失去
長俸的七警來說，這是不能承受之重。
判決對警隊的士氣造成沉重的打擊，有
警員鑒於在「佔領」事件中，連日在前
線不眠不休應對參與暴亂者的是他們，
但最終「鑊就我哋揹晒」，表示未來一
旦再發生類似的暴亂事件，會「垂低
手」。警隊是香港法治和社會安寧的守
護神，判決使警方士氣渙散，誰人得
益，誰人受害，不言而喻。香港的治安
靠誰維持呢？日後市民遇到罪案時該向
誰求助呢？市民的合法權益要靠誰來保
障呢？這種情況若蔓延持續下去，絕非
香港之福。

消除判決負面影響
消除判決負面影響，首先要明辨是

非，激濁揚清，弘揚正氣。社會各界
對七警案判決不滿所表達的意見，並
沒有偏離公正評論的宗旨，更非「藐

視法庭」。加拿大上訴庭法官高理
（Cory）的名言說：「法庭不是温室
之花，遇到批評和爭議就枯萎。」相
反，公正的批評和爭議，有利於消除
判決的負面影響。對於反對派詆毀警
方形象、離間警民關係的言行，應予
揭露和譴責。
其次，律政司和司法機構責不可卸，

律政司應主動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上訴，
司法機構亦有責糾正現有判決的偏差。
不少市民亦透過網上平台表達意見，希
望發動眾籌讓市民也可為七警出一分
力，協助他們上訴。譚惠珠大律師在警
界協會大會上，宣佈以「敬言仁基金」
名義為陷入牢獄之災的七警及其家人發
動眾籌活動，合力提供經濟援助，相信
會獲得市民支持。有團體向特首請願，
要求他行使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十二款
的權力，「赦免或減輕」七警的刑罰，
並發起簽名運動。特赦在普通法系國家
和地區普遍實行，被形容為「超越法律
的正義」（justice beyond law），並不
被視為違反司法獨立原則。

七位警員因為「佔中」時被暴徒侮辱挑釁而被重判，其負面影響不可忽視。客

觀而言，七警行為雖有不當之處，但如此重判在前線維持社會正常秩序、糾正違

法行為的警員，將加劇香港社會撕裂，雙重標準助長激進分子氣焰，損害紀律部隊士氣，動搖法治

基石，威脅香港社會穩定。社會各方包括司法機構，應同心協力消除這些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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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珍

7 名警務人員在非法「佔
領」期間，涉嫌毆傷前公民黨
成員曾健超，被判監禁兩年，

不少市民對此判決表示不能接受。
在非法「佔領」期間，因毆打警察等眾多案件的最高

量刑僅10個月，曾健超被裁定襲警及拒捕罪成，只判
監5個星期，更准予保釋等候上訴，無須入獄。反觀7
名警員受到惡意挑釁而被判重刑，這種量刑的明顯反
差，令市民感覺有不公正、不公義之嫌，因而對部分司
法人員有負面情緒反應，着實可以理解。「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本要素，公眾看到司法公義得以
履行，才能服眾和維護法治。民建聯支持7名警員尋求
上訴，期望上訴庭能彰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治
精神。
社會氛圍越趨兩極化，警務人員面對嚴峻的執法環

境及挑釁，承受極大壓力，甚至連家人也成為反對派
的「出氣袋」。反對派還得寸進尺，要求警察打不還
手，罵不還口，否則就是「濫權」。對於這些謬論，
我們必須加以警惕和駁斥，辱罵及威嚇警員不單無助
社會和諧和彰顯法治，反而會損害市民對執法人員應
有的尊重。當警察不斷受到侮辱，尊嚴受到傷害，警
隊形象淪為無奈及懦弱的時候，社會就會失去秩序，
最終受害的是全港市民。
因此，當局應研究制定「辱警罪」的可行性，保障

盡忠職守的警察，維護警隊尊嚴，才能有效維持社會
秩序及治安。同時，當局亦要認真考慮制訂「禁蒙面
法」。在非法「佔領」、暴力「佔旺」期間，不少示
威者戴上面具，刻意挑釁及襲擊警員。在不怕被人認
出的心態下，示威者往往容易作出激進或暴力行為，
所以在美國、加拿大、德國及丹麥等國家，都因而制
訂「禁蒙面法」，防止以不同方式隱藏身份，作出各
種違法行為而能逍遙法外。
民建聯感謝所有專業盡責的警務人員，致力維持社

會秩序及治安，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我們會與全
港市民繼續相信及支持香港警隊！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挺七警上訴
展法治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禮賓府將
於下月5日（星期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向公眾開放。特首辦昨日發新聞稿表示，市
民除了可進入禮賓府的花園觀賞花卉樹木
外，還可以參觀特首在禮賓府舉行官式活動
和接待賓客的地方，導賞員也會在場向參觀
人士介紹禮賓府的歷史及建築特色。
政府發言人說，當局更會安排警察樂隊及

學生樂團在花園表演，讓市民一邊遊覽、一
邊欣賞音樂，而遊覽路線沿途亦會放置二維
條碼及展板，介紹禮賓府的歷史、建築特色
和珍貴時刻，參觀人士可利用具攝影及上網
功能的流動通訊裝置，配合相關閱讀軟件，
瀏覽禮賓府及花卉的資料。
發言人表示，預計當日參觀者眾多，有關

方面會視乎輪候人數，在下午5時前截止輪
候，以確保所有等候入場的人士均能在開放
時間內參觀禮賓府。參觀人士須由上亞厘畢
道的東閘進入，遊覽完畢後經正門離開，遊
覽路線全程為單向通行。發言人呼籲參觀人
士盡可能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禮賓府。
禮賓府上一次的開放日為去年11月 27
日，當日有接近5,400人次參觀，特首梁振
英伉儷更現身與市民交談合照。

禮賓府開放
二維碼導賞

■曾鈺成建議中央在港設政治顧問
一職，作為中央政府與特首溝通的
橋樑。 陳文華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