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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稱「中國干涉港內政」各界批歐議會胡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歐洲
議會近日發表報告，稱要譴責中國「干
涉香港內政」，更聲言將致力加強香港
的民主、法治和人權云云。香港政界人
士昨日強調香港特區是中國的一部分，
豈有「干預內政」的說法，反映歐洲議
會的報告明顯並不了解香港的實際情
況，只聽反對派造謠、顛倒黑白的說
話，並促請歐洲議會應先照顧好自己，
不要胡亂說三道四。
歐洲議會於12月13日發表報告稱，他
們擔心香港的自主權受到威脅，包括擔

心「親民主政治人士」的人身安全受到
「威脅」；關注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法院
判決前釋法；香港對「銅鑼灣書店事件」
的處理不當，及新聞自由惡化等，並聲
言香港今後的所有立法，包括就香港基
本法二十三條立法，都不得「干涉」司
法獨立或影響人權自由。
報告並稱，歐洲議會譴責中國「干涉香

港內政」，更聲言將致力加強香港的民主、
法治和人權，又建議安理會「譴責中華人
民共和國不斷『干涉香港內政』，可能危
及『一國兩制』的長遠發展。」

報告續稱，安理會應與中國中央及香
港特區政府強調，「一國兩制」對歐盟
的現在和未來至關重要，應避免「干
預」香港的「內政」，「破壞『一國兩
制』」云云。
報告更提到，香港人有合法權利在高

度自治下，繼續享有他們的生活方式和
價值觀。為了保護這些權利，報告建議
歐盟應與香港特區在民主、人權、法
治、貿易、投資、金融服務、海關、環
境、氣候變化、科研和教育等領域，舉
行「雙邊對話」。

盧瑞安：偏聽反對派造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國旅行社

榮譽董事長盧瑞安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歐洲議會的報告明顯是
不了解香港的實際情況，只是聽從了反
對派造謠、顛倒黑白的說話，「反對派
過去亂將香港抹黑，結果歐洲議會就人
講就信，落下了這些不客觀的決定。」
他強調，港人只想要穩定，促請歐洲議
會應先照顧好自己，不要胡亂說三道
四。

陳勇促做好自己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

勇批評，歐洲議會的說法就如「賊人抗
議銀行阻住他們打劫」，並強調香港特
區是中國的一部分，豈有「干預內政」
的說法？「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外國
政權、議會走去批評香港又是否干預中
國內政？如果香港議員走去歐盟抗議英
國，他們又會不會接受？」他認為，歐
洲議會撰寫如此報告是不合情理，並呼
籲他們應先做好自己。

無理鬧法官 損司法獨立
譚允芝：港制度保障法治 肆意攻擊殺傷力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在「雙學三丑」案後，一直

自稱要尊重法院判決的反對派，

隨即「搬龍門」稱司法制度受

損，更聲稱法院已向政權「跪

低」，甚至肆意攻擊個別法官。

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昨日在

一論壇中強調，現有制度已經保

障了司法獨立，但公眾對司法制

度的觀感是司法獨立重要一環，

社會近年出現無理批評法官的風

氣，只是要達到發洩的效果，但

對司法獨立的損害程度極大，

「大於制度上的瑕疵」，市民應

當反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林
鄭月娥日前到北京述職，國家主席習近平
讚揚林鄭月娥上任以來實現良好開局，又
特別提到十九大宣講團來港。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指，習主席是次對
特區政府的評價「相當唔錯」，而提到十
九大宣講團來港的說法，反映十九大對香
港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也凸顯了中國共產
黨的執政地位，「若要『一國兩制』成功
實踐、延續下去，（港人）不得不尊重中
國共產黨。」

十九大宣講團凸顯中央期望
劉兆佳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習主席

會見林鄭月娥時特別提到十九大宣講團來
港，是凸顯期望和提醒特區政府要了解十
九大對港政策，及盡力完成當中任務。
他分析，中央在回歸初期沒有就港澳事

務發言，導致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
趨向反對派的解釋，令中央話語權減少，
故中央近年透過不同渠道重新拿回話語
權，在涉及中央的問題上講得清清楚楚，
不再是「禁忌」。
被問到是否這會令港人擔心「一國兩

制」已經「消失」，劉兆佳認為，從中央
領導人角度不能只着重香港基本法，倘要
充分理解「一國兩制」，就要了解中央在
香港的角色，這並不代表高度自治、「港
人治港」已經消失。
他續說，中央近年特別強調國家憲法的

重要及中共是中國執政黨的角色，是在
「提醒香港人，若要『一國兩制』成功實
踐、延續下去，不得不尊重中國共產
黨。」倘特區政府日後盼融入國家策略、
加入發展計劃，特區官員聽取十九大宣
講，是順理成章。

二十三條立法或短期內沒迫切需要
對於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劉

兆佳認為，中央政府現在較主動處理香港
政治問題，習主席雖未與林鄭月娥提到二
十三條立法，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已經「隱藏在十九大報告中」，倘中央發
現香港存在國家安全的問題，也有不少手
段主動出手處理。
他估計，短期內未見有迫切性需立法二

十三條，並相信中央會期望林鄭月娥着眼
於經濟及民生上，不要主動挑起鬥爭。

劉兆佳：港人須尊重中共治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大專院
校畢業典禮再次出現個別人士肆意滋擾的
情況。港專學院暨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昨日
舉行畢業典禮，校方事前已公佈典禮中播
國歌的相關規則，但有社工系畢業生「政
治做騷大過天」，拒絕在播放國歌時肅
立，更在胸前擺出交叉手勢，令本應平
靜、莊嚴的畢業禮受滋擾，校方只得依據
校規讓相關學生離場。
港專校長陳卓禧表示，不會因政治立場

而剝奪學生學習機會，但強調港專60年
歷史至今，對國家的情懷「無妥協餘
地」，並期望學生反思：「你希望學校尊
重你們的見解，為何你們不能尊重學校的
立場呢？」

校方已列明場地規則
據了解，港專今年開始規定學生在畢業
典禮播放國歌時肅立，更在場地規則列
明，倘作出任何不尊重國歌的不當行為，
校方有權拒絕有關同學上台參加頒授儀
式，至綵排時也有向學生交代。
不過，有兩名社工系畢業生不滿校方安
排，聲言頒授畢業證書不應與國歌扯上關
係，更以對國家的尊重並非取決於有否唱
國歌為由，在奏起國歌時拒絕肅立，更在
胸前擺出交叉手勢，對國歌不敬。
校方按規定讓涉事畢業生離開會場，約
10名畢業生稱聲援兩名「搞事者」亦離場
抗議，令典禮一度中止前後逾20分鐘始重

新開始。
該批對規則明知故犯致未能參與典禮的

畢業生，隨即在會場外手持「不願做奴隸
的人們」標語，又高叫「有高壓政權 就
有高壓學校」口號，繼續騷擾其他學生及
家長。

校長促反思「愛國無妥協」
陳卓禧在畢業禮完結後主動與示威學生對

話。他強調，自己愛學生，才會在各種干擾
下繼續畢業禮，並強調畢業禮是莊嚴隆重的
場合，典禮上必須堅持原則，希望學生反
思：「你希望學校尊重你們的見解，為何你
們不能尊重學校的立場尊重國歌呢？」
他還和學生分享了港專歷史，指港專在

香港回歸祖國前就是一間愛國愛港的學
校，從60年前成立時已懸掛國旗、唱國
歌，更曾一度因此受到港英政府打壓，資
助被取消，校舍被收回，但學校從未放棄
過愛國立場，「呢個係無妥協嘅餘地。」
他會尊重學生看法，並希望學生繼續「認
識社會、認識國家。」
港專發言人補充，在畢業禮前派發給準

畢業生的場地守則，已清楚說明有關要
求，校方一向尊重言論自由，任何人士皆
有權利對任何事表述其個人意見，但在表
達意見時，必須在恰當的場合，必須尊重
他人，及以恰當的方式進行。作為一所高
等教育院校，港專有責任教育同學明辨是
非，為其行為負責。

奏國歌拒肅立 兩港專生畢業禮被逐

在論壇進入尾聲時，同場
嘉賓的討論突然火花四濺。
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

在發言時借題發揮，稱目前的立法會已難以
「制衡」行政機關，故大律師公會是「公民社
會」中最重要的「制衡人」，圖將公會拖入政
治漩渦。大律師公會前主席譚允芝反駁指，公
會並非政黨，不應該在所有議題上都發聲。

妄稱公會可制衡行政機關
吳靄儀聲言，香港的體制下有多大程度的法

治，「可從6名前議員的資格被DQ一事中反
映。」她稱，行政機關擁有無限的金錢打官
司，惟一般人沒有對等的資源，故「司法程序
之前並非人人平等」，又稱目前立法會難以
「制衡」行政機關，故大律師公會是「公民社
會」中最重要的「制衡人」。
譚允芝其後回應道：「剛才吳靄儀提到，市
民就希望公會出聲，有時我哋都知道市民好希
望公會在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上，聽到公會的意
見……」吳靄儀即「澄清」，稱自己並沒有要
求公會就所有法例發聲。
譚允芝即指：「我唔係講緊咩法例，而係剛

才吳大律師不少於兩次情況下，指公會在某一
啲情況……」吳靄儀又打斷其發言：「如果你
認為人哋批評法庭裁決係錯嘅，咁你咪話畀人
聽點解錯囉！」
吳靄儀聲言，特區政府推出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一地兩檢」通關方案涉及重大法治問題，
「係咪需要大家注意呢？你（譚允芝）過去都
有咁做㗎。」譚允芝即回應道：「我有，我當

然有啦！我諗吳靄儀唔好打斷我呢，我可以解釋返我想
講嘅係咩嘢。」

譚允芝：非政黨 毋須事必發聲
譚允芝指出，大律師公會由1,400位成員所組成，在
一些情況中會出現不同的意見：「我哋唔係一個政黨，
我哋唔係統一聲音，亦不是看法相近的組織。」
她續說，過去石永泰及自己擔任主席時，在一些「清

楚應該點樣講」的議題上會毫不猶豫地發聲，惟在具爭
議性的議題上，雖有個別組織認為公會要就個別立場發
聲，但另一方面亦有相反意見，故公會並非所有議題均
應該發聲，「我希望大家對呢種看法（公會要就所有議
題發聲）有保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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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昨日舉行法治專題講
座，大律師公會前主席石永

泰、譚允芝、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吳靄
儀、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及民間組織「法
夢」成員黃啟暘等出席，分別就法治、
司法獨立、議會情況等多方面探討。

吳靄儀聲稱港法治「岌岌可危」
吳靄儀在發言時聲言，早知道香港的

法治「岌岌可危」，因為普通法以法官
為中心，靠案件來建立判案原則，但當
香港基本法實施，法律的解釋權就在全
國人大常委會手上，形成普通法及基本
法的矛盾。
她續稱，這令香港的司法獨立有「先

天缺陷」，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
港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香港的法治只
建基於常委會「不插手干預」：「當人
大可以不按法律原則釋法，我們還有幾
多（司法）獨立呢？」
譚允芝在發言時表明，自己不認同吳

靄儀稱法治有「岌岌可危」之說。她指

出，人大雖然可以釋法，但最終的裁決
權仍在終審法院。同時，香港的制度建
立保障了司法獨立，特別是司法人員推
薦委員會的制度。

譚駁吳：法官任命制證司法獨立
她介紹，該委員會由首席大法官、兩

名法官、律政司、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
代表，及3名具公信力的社會人士所組
成，負責考慮本港法官從缺的填補，其
中有公平的討論，絕非橡皮圖章。行政
長官從未拒絕委員會推薦的人選，反映
法官任命的獨立性。
她續說，特區終審法院的12名非常

任法官，均由委員會邀請其他普通法國
家或地區的資深法官擔任，制度的突破
性令其他國家及地區對香港司法制度有

信心。
譚允芝坦言，過去幾年，香港社會兩

極分化，法庭、法院、法官被殃及池
魚，整個司法制度受到衝擊，是她現在
最「肉緊」的問題。
她指出，公眾對司法制度的觀感是司

法獨立重要一環，過去法官的社會地位
高，惟現時網上有隱藏身份的特性，人
們破口大罵覺得「正常」，不需要理會
是否準確、是否公平，只為了達到發洩
的效果，對司法獨立的損害大於制度上
的「瑕疵」。
她舉例，「雙學」3人的判決引起很

大的迴響，奇怪的是當時只有中文判決
書，但同日英國的外媒經已下定論，聲
稱「上訴庭的法官被北京操縱」。譚反
問道：「呢啲定論何來呢？……我就唔

相信外媒編輯完全明白判詞，了解每一
頁的內容，仍然決定咁嘅標題合適。至
於咩人提供呢啲資料就唔知啦，但呢啲
唔係無理的攻擊咩？」
譚允芝認為，這種沒有理據的攻擊、

言論，正正令司法人員有所卻步。

石永泰：不應曲解說法作批評
石永泰在發言時則指，近年社會上不

論任何政治光譜，均出現無理批評法官
的情況，如前年裁判官陳碧橋裁定「以
胸襲警」吳麗英襲警罪成後，隨即被網
民改圖轉發批評，令法官承受額外的壓
力。
他強調，並非不能批評法官的裁決，

但不應該無理由的批評，甚或曲解對方
的說法而作出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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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傳媒昨日舉行法治專題講座，譚允芝（右二）在席間促市民反思無理批評法官的歪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