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抹黑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一地兩檢」的決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首席講師張達明在fb撰文稱，中央及特

區政府是試圖通過有關做法，「閹割」香

港法院的「違憲審查權」。中澳法學交流

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昨日發

表聲明，強調有關決定合憲合法，而香港

法院在這問題上根本沒有所謂的「違憲審

查權」，並批評張達明誤導公眾，抹黑中

央政府，必須強烈的譴責。

張達明在文中聲稱，特區政府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一

地兩檢」所作的決定進行本地立
法，「必然會因為違反基本法
（特別是第十八、十九，第二十
二（3）及三十九的規定）而被香
港法庭裁定為無效。」馬恩國在
聲明中反駁，張達明提到的第十
八、十九，第二十二（3）及三十
九條，都屬於第二章「中央和特
區關係」的條文，反映有關規定
均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
特區關係。
他續說，特區政府進行本地立法

時，是否合憲取決於如何解釋第十

八、十九，第二十二（3）及三十
九條，而這些條文的解釋必定會影
響最終判決，故特區法院在審理是
案時，就必須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五
十八條，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
有關條文。

馬恩國：港法院無「違憲審查權」
馬恩國強調，香港法院在這方面

根本沒有所謂「違憲審查權」，因
為任何條例或政府行政決定是否違
反第十八、十九，第二十二（3）
及三十九條，完全取決於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香港法院無權解釋，
只能跟從及應用人大的解釋去判

決，故張達明聲言人大決定是在削
弱香港的「違憲審查權」，是荒謬
的，也是在抹黑中央。
他指出，根據憲制，全國人大常

委會可將原有的決定變成解釋，或
作出以有關決定為基礎的延伸解
釋，達至「釋法」的效果。即使在
普通法制度下，當立法機關在立法
時不小心遺漏了一些文句導致有錯
誤出現時，法院都會把一些錯漏的
遺漏了的字詞「讀入」法律條文
內，以達至一個合乎立法原意的結
果。憲法也是一樣，在憲法條文有
遺漏時，法院會找出那些被錯誤排
除的字詞，然後「讀入」。

本來無一物如何「閹」
張達明謬論被踢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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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舜夥霆鋒探長者訪明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因主

持烹飪節目的《突出表現》而被戲稱
為「Chef Le Mon」的謝霆鋒，因為重
拾結他在一音樂頒獎上的驚喜演出而
備受讚賞。不過，除咗音樂，佢仲好
有愛心，喺去年9月，原來佢曾經同民
建聯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一齊落區探
訪基層街坊同長者，仲拜訪咗北河街
燒臘店的深水埗明哥陳灼明。

為基層送暖 增添正能量
鄭泳舜昨日喺fb上載咗佢同謝霆鋒

落區嘅照片，包括兩人傾偈、一齊探
明哥，同埋鄭泳舜自己做「外賣仔」

嘅照片，帖文就話：「的確估你唔到
之……阿舜 VS 霆鋒齊齊現身深水
埗，為基層、為長者、為獨居送暖，
Chef Nic @謝霆鋒《鋒味》唱得跳得
又煮得，街坊開心驚喜又興奮，但願
更多朋友，關心身邊有需要的人，為
構建和諧社會出一分力，增添多一點
正能量！」
鄭泳舜仲引用咗謝霆鋒首《活着Vi-

va》嘅歌詞：「年輕得碰着誰亦能像威
化般乾脆，快活到半日也像活盡一百
萬歲……」同埋一句：「除了一齊回
憶之外，更重要是去見證、去期待，
一個你估不到的將來……」

據鄭泳舜講，呢輯相係舊年9月潮州
公會舉辦關壞社區活動時拍攝嘅。霆
鋒對於深水埗民生問題同埋飲食文化
都非常有興趣，身為公會名譽顧問嘅
鄭泳舜就獲安排同對方一齊落區，更
喺明哥嘅飯堂幫手。
本來，佢同霆鋒會同明哥派飯，仲
計劃一齊探劏房戶，但因為太多街坊
聽到風聲湧來，但喺「北河同行」逗
留嗰一陣，就已經有過百人圍觀，結
果霆鋒只能夠喺明哥舖內幫手舀飯。
同埋取消探訪行動，所以最終鄭泳舜
自己就獨自做咗「外賣仔」，將飯盒
送到劏房畀長者。

一個人中咗「政
治毒」會係點樣嘅
呢，就係凡事都要

政治化囉！皇仁書院近日提到對叩門
生的要求，包括要多讀科學科技書，
一直親反對派嘅通識導師「葉一知」
就發帖FF，話皇仁呢類咁Top嘅學校
都只鼓勵人睇科學書而唔提「令人較
不容易被權力欺騙」嘅人文科學書，
先會令香港現在咁多「港豬」喎！一
群「科普膠」就反駁，話讀science就
係教你求真，「識fact check又點會容
易受騙？」有人更揶揄，葉一知「完
美展現咩叫一知半解」。
反對派最叻嘅就係咩都來一番政治

陰謀論。葉一知近日在fb轉發了皇仁
提到要學生多讀科技書，就借題發揮
話：「香港人點解容易淪為港豬，點
解政治上咁幼稚或咁冷漠，……真係
同教育好有關係。」
佢隨即將矛頭指向皇仁：「即使係

最top的學校，佢都出聲鼓勵你睇科學
科技書，唔會提人文科學書，……剩
係睇科學你點會夠共產黨玩？不過作
為建制一部分，學校寧願要乖乖的科
學人陳易希，都唔想懂思考社會問題
的（『香港眾志』）黃之鋒。」
葉一知在另一帖中又講，「在小學

期間，大部分小孩子想像力好豐富，

其實係較適合睇文學、小說、歷史、
傳記等帶有故事性的人文科學讀物，
科學理論或應用，如果唔係嗰種興趣
的人，對大部分人來說其實好悶，提
不起興趣讀，……科學不擅於處理人
性、感情，人文科學才可以令人對人
生反思和體會，較不容易被權力欺
騙」云云。
佢嘅支持者當然留言一齊取暖。

「Takyin Chan」就話：「其實政府一
開始已以訓練港豬為任務，理科如是，
文科亦如是。」「Bonnie Wong」更扯
到中共十九大報告：「十九大的藍圖裡
主席重點強調要有創新科技新世
代，……所以科技研發不可不是重
點！」
不過，成班「科普膠」當然唔係咁

睇。自稱「科普傻人」嘅博客「腦人
家」就發帖反駁葉一知：「科學與文
學一樣，均可以讓小朋友擁有無窮既
想像空間—『點解雀仔會飛？』、
『點解一個齒輪可以推動一架
車？』、『點解舊餅跌左（咗）落地
唔可以／唔應該執返黎（嚟）食？』
全都需要好奇心同創意，才可解決此
類問題。」

網友：讀科學識fact check
他續道：「科學是否不善於處理人

性？君不見心理學、神經科學等，可
以同哲學相輔相乘（成），去將人
性、感性問題慢慢揭開？有不少人總

會以為只有人文學科才可防止學生被
權力擺佈，但其實科學與人文學科一
樣重要—民主科學需要科學，才能真
正認清楚政府想對你幹什麼。」
不少網友以《十萬個為什麼》、《漢

聲小百科》為例，指自己「細細個就
睇」，並培養了自己的閱讀習慣，更揶
揄葉一知唔知係咪讀書時受過咩嘢創
傷。
其中，「Cherry Cheung」質疑葉一

知稱人文科學「較不容易被權力欺騙」
的說法：「讀science就係教你求真（讀
文獻都唔可以盡信啦），識fact check又
點會容易受騙？」
「Lok-Chi Chan」直指：「第一，
我唔明鼓勵人睇科學書，同睇人文
書，有乜衝突。第二，認真既（嘅）
social sciences一樣可以好深好悶，而
其實呢d（啲）深既social sciences先最
幫到人睇清社會運作。只以文藝書理
解社會，往往流於浪漫主義（可以係
黑暗浪漫），一樣容易被權力欺騙，
雖然呢個權力未必係統治者，可以係
其他政治派系。」
「Wai Kin Lai」就狠批道：「條友

係咪弱智，皇仁應該冇禁止人睇人文
書。即係有個阿媽見個仔少食生果，
勸佢食多D（啲），然後有條×頭出黎
（嚟）×叫話點解唔叫佢飲多D（啲）
水。所以話，思考邏輯係人文佬弱
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旦

邪師亂屈皇仁製造「港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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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科普膠」唔明點解有人要貶低
理科，於是發文反擊「葉一知」的謬
論。 fb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下月發
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新民黨多名代表昨日與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會面，提出調整公私營房屋
比例、按年齡調高「生果金」等建議，並認為
應成立文化基金，資助本地人才前往「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推廣中國傳統文化；成立大灣區
投資基金，交由金融管理局管理，為特區爭取
較佳回報等。

冀政府改保守作風 善用公帑
新民黨認為，雖然特區政府預測今年經濟增

長幅度達3.7%，但經濟復甦主要靠內地及外
國經濟轉強帶動，自身經濟發展未見新亮點，
故特區政府不能掉以輕心。因此，他們期望特
區政府改變上屆政府的保守作風，善用公帑解
決社會上各種深層次問題。

葉太：「庫房水浸」首要助基層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認為，目

前「庫房水浸」，資源首要應幫助輪候公屋的
基層巿民，故該黨建議將公私營房屋比例調整
到7:3，增加公營房屋及資助房屋的供應，落
實「三年上樓」的𠄘 諾。短期內，特區政府應
靈活運用現有「熟地」，即推出私人市場拍賣
的土地，如位於青衣及啟德兩幅擬售的私人住
宅用地，改作興建居屋之用。
新民黨並建議，向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

貼、普通傷殘津貼等公共福利金計劃受惠者，發放額外
一個月金額補助。同時，為讓年輕人有更多參與公共事
務的機會，他們建議特區政府撥款5,000萬設立「政策
研究培訓基金」，供定期發表研究的智庫、民間組織申
請。

倡設「學童科技券」助購電腦
新民黨南區區議員陳家珮指出，香港中產家長用於子

女的教育開支高，該黨建議設立「學童科技券」，為全
年入息水平處長132,001元至700,000元之間的家長提
供一次性資助，資助額為2,000元，讓家長為子女購置
電腦設備，保持下一代的競爭力。
新民黨並期望特區政府捉緊國家「一帶一路」及大灣

區發展機遇，為年輕人拓出路，包括成立文化基金，資
助本地人才前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推廣中國傳統文
化；提供額外50個獎學金名額，資助優秀學生到「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升讀大學；撥款予資助大學開辦「一
帶一路」國家相關語言課程等，又建議成立大灣區投資
基金，交由金融管理局管理，為特區爭取較佳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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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
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立法會補
選安排，有反對派議員聲稱由選舉主
任審核候選人提名資格是「政治決
定」，又追問早前被DQ（取消議員資
格）6人是否能再次成功參選。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副局長陳帥夫指，選舉主
任將考慮候選人的言行、有否簽署確
認書等因素，並全權決定候選人提名
資格是否有效，並強調該制度一直行
之有效，可確保選舉公平。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多名代表昨日出
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議，交代3月
11日立法會補選的實務安排。是次補
選為填補地區直選九龍西、港島及新
界東，及功能組別建築、測量、都市
規劃及園境界1個議席，即共4個席
位。提名期由本月16日至29日，投票
日全港共設有340個票站，包括325個
分別位於3個選區，15個功能組別票站

設於九龍東及新界西。屆時將會實施
新安排，選民投票時需要出示身份證
正本。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郭榮鏗等在會

議中追問有當選者因宣誓問題而被法
院裁定喪失議員資格，會否影響有關
人等參加補選，及有關確認書的安
排。民主黨議員林卓廷更聲言，若參
選人曾主張「港獨」，現時改說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部分，政府會否「既
往不咎」。
陳帥夫在回應時指，選舉主任會依

法處理提名，屆時會考慮一切因素，
包括參選人是否有簽署確認書，並在
提名期內盡快作出決定。
選舉主任有需要亦會尋求法律意

見，但陳帥夫強調現時提名期仍未開
始，現時仍是假設性問題，每個個案
亦有不同，而選舉主任亦未作出判
斷。

全權決定提名是否有效
他強調，法律賦予選舉主任全權決
定參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而過往的
立法會選舉中，每一個提名均需要由
選舉主任確認，制度一直行之有效，
確保選舉公平、公正、公開。他續
指，若有人士對其決定不服亦有渠道
申訴。
針對「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在
立法會選舉期間提出所謂「雷動計
劃」，試圖操控選舉結果，經民聯議
員梁美芬就提到，過去立法會選舉中
出現一些不健康的選舉現象，例如民
調、反對派的「雷動計劃」，故要求
局方交代是次補選會否有相關的行政
指引，制止不應該出現的選舉操控。

修例遏「雷動」補選難落實
陳帥夫指，任何機構若在拉票區內

進行票站調查需要向選管會申請，而
針對類似「雷動計劃」相關事宜的公
眾諮詢期剛結束，局方獲得不少意
見，但將具體操作界定為民意調查還
是配票具爭議性，局方需要再作分
析，暫時未有決定，但可能要涉及修
改法例，相信無法在今年3月的補選
中落實。
針對是次補選的日期正值全國兩會

期間，多名建制派議員發言時批評，
相關安排反映國家意識及敏感度不
足，當局應汲取是次經驗。民建聯議
員蔣麗芸形容，補選「勞民傷財」，
每一次均花費不少金額，故分開兩天
舉行並不合理，市民投票亦覺麻煩，
理應將6個從缺席位合併在一天補選。
陳帥夫則回應時指，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明白撞期帶來不便，但日子由選
舉管理委員會獨立決定，當局尊重其
決定。

政制局：選舉主任依法處理提名

■新民黨見財爺提預案建議。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鄭泳舜親自做「外賣仔」。 fb圖片
■鄭泳舜同謝霆鋒一齊探明哥。

fb圖片

■連皇仁叫學生多讀科學書都話係「培
養港豬」，「葉一知」嘅政治妄想症真
係幾嚴重。 fb截圖

新民黨部分建議
增加土地供應
■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至7:3

■靈活運用「熟地」

■研究土地契約條款，探討搬遷貨櫃碼頭的可行
性

培育人才
■向學校撥出額外資源，優化STEM教育

■設「學童科技券」，為中產家庭提供一次性的
資助

建立長者友善社區
■按年齡調高「生果金」

■公共福利金如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等額外
一個月補助

■於公共屋邨設立「一站式」長者服務中心

參與「一帶一路」及大灣區建設
■設立文化基金

■資助大學開辦相關語言課程

■爭取與沿線城市締結成姊妹城市

■成立大灣區投資基金

資料來源︰新民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