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將卸任的律政司司長黃
仁龍表示，上任以來經歷過不
少挑戰，但強調香港回歸十五
年來，法治未見倒退，司法仍
然獨立，繼續保持 「一國兩制
」 、高度自治的方針，這是背

後很多人努力的成果。不過，捍衛法治不
只是政府的責任，他希望社會共同珍惜及
鞏固香港的核心價值。黃仁龍又形容，盛
傳是繼任人的資深大律師袁國強，是一位
有原則、對法治有承擔的人。

本報記者 宋佩瑜

黃仁龍：司法獨立港人自豪
15年來法制核心價值深植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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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實習記者陳曉茵報道：香港郵政
將於七月一日發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十五周
年」紀念郵票小型張、首日封及套摺。郵票小型
張一套三枚，以洋紫荊花為設計主題，三枚郵票
以立法會女神像、中環區商業大廈及國際機場突
顯香港的繁華景象和核心價值。

紀念郵票及相關集郵品以香港各方面的蓬勃
發展為大方向。除了郵票小型張，珍藏版首日封
及套摺亦富有特色。首日封用上洋紫荊花瓣設計
，珍藏版則以燙金花瓣圖案營造高貴感覺。

郵票小型張每套十五元，首日封、珍藏版首
日封及套摺分別為一元、八元及二十八元。首日
封由即日起至七月一日於全線郵政局公開發售，
郵票小型張及套摺將於七月一日推出。為方便市
民購買，全線郵局將於當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一開
放，部分郵局更會開放至下午五時，香港郵政並
在當天提供特別郵戳。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香港回歸
十五周年在即，香港研究協會調查發現，逾
半數受訪者對回歸十五周年感到開心，並滿
意本港落實 「一國兩制」，較回歸十周年時
增加百分之二；另有四成半市民對自己的國
民身份表示愈來愈認同。協會認為，市民對
國家發展前景樂觀，期望新一屆政府繼續致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
日以電話訪問了一千一百二十七名十八歲或
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香港回歸十五周年意
見，並比對回歸十周年時的相關調查結果，
分析市民對香港回歸意見的變化。是次調查
結果顯示，五成三受訪者對回歸十五周年感
到 「非常開心」或 「頗開心」，較回歸十周
年時的五成一，稍為增加。

調查亦探討受訪者對本港自回歸以來落
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的滿意度

。有五成三受訪者對一國兩制表示非常滿意
或及頗滿意，僅不足三成市民感到非常不滿
意或頗不滿意；港人治港及高度自治方面，
表示非常滿意或頗滿意的受訪者分別佔四成
半及四成三。

與回歸十周年調查作比較，雖然對一國
兩制及高度自治感滿意的受訪者較上次調查
有所增加，但受訪者對港人治港的滿意程度
則下降。

至於對本港落實《基本法》情況，五成
一受訪者表示非常滿意或頗滿意，較上次調
查上升百分之七；而表示非常不滿意或頗不
滿意的，則佔三成八。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調查結果反
映較多市民對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及《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實情況
感到滿意。但調查結果也顯示，市民對國家
發展的前景遠較香港樂觀。

逾半市民滿意落實一國兩制 回歸紀念郵票七一推出

還有幾天便離開政府的黃仁龍昨日與傳媒茶敘
時，分享任內工作的感受。就社會一直對釋法存有
意見，黃仁龍說，雖然釋法具爭議性，但這是合憲
、合法的，當然也不能夠太輕率行這一步，應該尊
重基本法的條文。至於香港在過去十五年來，法治
制度有沒有被削弱時，他說： 「我唔覺得香港司法
獨立有倒退，政府參與的官司都有贏有輸，法官一
向都很重視司法獨立，我亦對法院（獨立性）感到
驕傲。」

問及任內有否遇過壓力時，黃仁龍強調，他的
責任是盡量給予政府提供專業的法律意見，當面對
法律挑戰時，清晰地向法庭作出陳述，對於外界的
一些傳言，他認為太過戲劇化。他舉例說，任內政
府處理過外傭官司、剛果案等，都涉及重大問題，
後者涉及國家外交層面，必須小心處理，否則牽一
髮動全身。他認為，法官有不同看法是無可厚非，
但最重要是理性討論，剛果案並無損香港的法治、
司法獨立。

拓展世界法律服務中心
另外，問及任內曾參與推動政改、闡釋遞補機

制的法理基礎等，當中有沒有做過與信念相違背的
事？黃仁龍表示，作為律政司司長，在憲制上有責
任向公眾解釋清楚一些法律理據，他不認為這些工
作與自己的職責有任何抵觸。

談及任內的工作成績，黃仁龍表示，任內推動
過一些具延續性的司法政策，例如加強香港作為國
際仲裁中心的能力，協助化解國際糾紛，拓展香港
成為世界法律服務中心。他指出，現時有很多國際
首屈一指的仲裁機構都在香港落戶，對香港長遠來
說十分重要，是香港司法界的里程碑。局方亦積極
推動CEPA，研究在前海發展法律服務等。

另外，就近年司法覆核案有上升趨勢，黃仁龍
不認為有關機制被濫用，但強調，司法覆核並非萬
應良丹，不可能解決所有經濟、社會、民生問題：
「司法覆核的機制要用得其所才有價值，否則整個

社會就要付上代價。」不過，他補充說，大家無須

把司法覆核看得太負面，如果用得其所，對檢視行
政措施有一定的幫助，提高政府的警覺性。如果案
件涉及公眾利益的理據不夠充分，有關人士亦要承
擔訴訟費。

透露與袁國強同年入行
離任在即，對盛傳是繼任人的資深大律師袁國

強有什麼看法時，黃仁龍透露，他和袁國強是在同
一年入行，亦曾一同打過官司： 「佢係一位卓越和
勤力的資深大律師，對法治有承擔，是一位有原則
的人……過去他在推動調解服務方面，亦做過大量
功夫，他做事非常投入。」

林樹哲冀建閩港合作框架
兩地交流日益緊密

坊間一直盛
傳黃仁龍曾考慮
任內辭職，黃仁

龍昨日現身說法，澄清這個傳言。他
強調，自己任內從沒想過辭職，自己
亦不是一個輕易辭職的人，只是外界
太多遐想。至於將來有什麼打算，會
否考慮選特首？他說，離任後會先休
息，做個好丈夫和父親，再思考未來
路向；重返大律師行業是其中一個選
擇，但就強調，沒有為未來選特首鋪
路。

問及為何不續任，是否與候任特
首鬧不和？黃仁龍笑稱，大家太多遐
想，其實他早於特首選舉前，已經向
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無意留任，所以
與誰當下屆特首完全無關，梁振英也
知道他的意願。他認為，不同人在不
同階段都有不同想法，對於自己能在
這個位置服務市民，他感到非常難得
和榮幸。

要做好Daddy好丈夫
黃仁龍又說，家中有三歲的女兒

，過去工作太忙，沒有時間停下來，
現在是好好休息一下。有傳聞指，黃

仁龍曾經考慮過辭職，他強調，自己不是一個輕
易辭職的人： 「辭職很容易，但律政司司長的責
任是要捍衛公義，任內無任何情況迫到我辭職，
大家不用太多遐想，特首和其他同事都非常尊重
法律，無人拒絕接受我提供的法律意見。」

有記者單刀直入問民望最高的黃仁龍有否考
慮選特首時，黃仁龍笑稱，沒有為任何事情鋪路
，只想休息一下，做一個好 Daddy 和好丈夫。至
於會否重操故業，他說，這是他其中一個考慮。

對於 CY 的僭建問題，黃仁龍表示，知道記
者一定會問這條問題，稱 CY 已經交代過，所以
他不作評論，相信屋宇署的同事會一視同仁，
根據既定的法律程序做事。至於自己的大宅有
沒有僭建，他就說，現在他是住在官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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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七百多萬人口中，目前
共有超過一百一十萬人原籍福建
，構成了香港一個重要的族群。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說
，福建人從元朝便開始移居香港
，很早就參與香港發展。而殖民
管治時期，福建人大都將香港作
為過路的地方，因此，很多福建
社團前面都有旅港二字。 「但回
歸之後，香港是自己的家園。」
林樹哲介紹說，福建社團聯會的
成立亦與回歸緊密相連，該會在
一九九七年成立，就是希望把整
個閩籍鄉親團結在一起，支持香
港回到祖國。

林樹哲指出，他接手福建社
團聯會時，該會共有一百四十一
個社團，發展到今天，已有二百
一十八個社團， 「福建聲音」得
到各界尊重。他表示，這離不開
特區政府和福建家鄉的支持，更
少不了福建鄉親的力量。

推薦治港人才
林樹哲表示，在港的福建鄉

親以工商界人士和專業人士居多
，但政治上比較低調。他說，候
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希望福建
社團聯會向他推薦治港人才，結
果各個屬會都非常積極參與，共

推薦了十多人給新一屆政府，擔任副局長、
政治助理以及行會成員。林樹哲稱，他們推
薦的人才中，大都是年輕有為、有良好的教
育背景，從名校哈佛、耶魯和劍橋畢業的都
有。林樹哲說，他對年輕一代很有信心，積
極鼓勵他們參政， 「希望出多一些政治人才
，如果有鄉親參選更歡迎。」

但林樹哲坦言，如今香港社會爭拗不斷
，令很多有志從政的人非常失望。他說，議
會應該理性討論，從市民的利益出發，而不
應延誤政府施政。 「何為民主、何為民意？
應該理性、均衡，照顧方方面面的利益，比
較客觀一些。」林樹哲亦認為，面對香港新
的形勢和問題，愛國愛港陣營的觀念也必須
有所調整。

「十五年香港經歷風風雨雨，但一條主線─
『一國兩制』從未動搖。」林樹哲指出，香港這十五

年的發展，證明了回歸前美國《財富》雜誌所作的
「香港已死」的預言是錯的，香港仍然很繁榮，完全

落實了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
港的法制、民主和多元化依然。林樹哲認為，雖然在
回歸後有一些問題在所難免，但事實證明，中國人、
香港同胞是有能力和智慧解決這些問題的。

十五年風雨 中央全力支持
在林樹哲看來， 「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香港

的繁榮穩定，與每一個香港人息息相關。回顧十五年
的種種經歷，他最難忘的是在沙士的時候，香港病毒
肆虐，中央傾全力支持。正所謂： 「患難見真情」，
林樹哲說，沙士一役，香港陷入低谷，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訪港，CEPA和開放自由行也都是在那時醞釀出
來的，這些都充分體現出中央政府、內地人民對香港

的關心。而國家的 「十二五」規劃將港澳內容單獨成
章，如今回歸十五年，中央再向香港送 「大禮」，林
樹哲認為，這顯示了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的鮮明態度。

展望未來，林樹哲表示，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
出 「穩中求變」的方向是正確的，而中聯辦主任彭清
華早前接受中央及地方媒體聯合採訪時指出，兩地深
化交流合作是大勢所趨，林樹哲對此亦深表認同。他
說，香港的周邊地區發展非常迅速，新一屆特區政府
必須謀劃香港的長遠發展，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與
合作。

作為 「福建幫」的領軍人物，林樹哲自然對閩港
關係發展寄予很大的期望。他指出，福建省委書記孫
春蘭和省長蘇樹林都很關注閩港關係發展。林樹哲希
望，未來香港特區政府和福建省能夠參考粵港合作框
架協議，盡快在中央支持下，構建閩港合作框架協議
。此外，他亦希望特區政府駐粵辦的福建聯絡處能夠
升格，進一步促進閩港兩地交流與合作。

推動兩岸關係 香港作用大
林樹哲指出，福建海西地區近年發展迅速，五年

前海西的 GDP 只有台灣的四分之一，但現在已經翻
了一番，達到台灣的 GDP 的一半。他說，海西地區
計劃到 「十二五」期間 GDP 再翻一番，屆時希望與
台灣打成平手或是超過台灣。林樹哲認為，海西的發
展速度和成績刺激了台灣求和平、求 「三通」、求發
展。而香港回歸十五年， 「一國兩制」順利實施，也
對兩岸的和平統一大業有積極影響。林樹哲表示，海
峽兩岸已經以更加開放的態度，邁入和平發展時期，
他相信，未來在推動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
香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回歸十五年，香港與內地各省區的交
流與合作日益緊密。而在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主席林樹哲看來，香港的周邊地區發展
非常迅速，新一屆特區政府一定要更深入
推動香港和內地的合作，他希望香港與福
建之間能夠參考粵港合作框架協議，盡快
在中央支持下，構建閩港合作框架協議。
林樹哲亦認為，在推動兩岸關係進一步發
展的過程中，香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

本報記者 石璐杉 李曉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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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票策劃及拓展處高級經理李振宇展示回歸紀念周
年郵票 本報記者陳曉茵攝

▲黃仁龍表示，上任以來經歷過不少挑戰，但香港回歸十五年來，法治未見倒退
本報記者宋佩瑜攝

▲林樹哲對年輕一代很有信心，積極鼓勵他們參
政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