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日前律政司就外傭居港權案，建議終審法院考慮提請人大釋法，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
昨強調，律政司的做法有充分理據及遵從法律程序，若社會認同法官將不偏不倚地考慮有關建
議，就不應在案件還未聆訊便進行輿論公審，否則就是以政治壓迫司法。有團體代表指出，律
政司的目的是要盡快解決 「雙非」 和外傭居港權等問題，相信能獲大部分市民接受，況且是否
提請釋法的主動權依然在終審法院手上。

記者汪澄澄報道

律政司非以政治壓司法
張國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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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民主黨在立法會選舉
大敗，外界本以為該黨會痛定思痛，詎料該黨仍死攬着
老人政治不放。該黨在疑似有鋪排的選舉名單下，由代

主席劉慧卿坐正主席，屬溫和開明派的單仲偕則落選。
至於副主席選舉中，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都以低票落
敗的蔡耀昌，則與 「乳鴿」羅健熙任副主席，反觀該黨

中委選舉 「票王」胡志偉，則落選副主席。
民主黨在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大敗，原任黨主

席何俊仁引咎辭職，由副主席劉慧卿任代主席。當
時民主黨承諾會推行年輕化，因此外界期望，該黨
會以新人接班出任正副主席的職位，溫和派單仲偕
被視為主席人選大熱門。

中委選舉似有鋪排
不過，昨日的選舉結果卻出人意表，劉慧卿以

149 票，壓倒只得 133 票的單仲偕，成為民主黨的
新主席，至於協助增加 「民主成份」的陪跑分子區
諾軒，就取得14票。本來被看高一線的新任立法會
議員胡志偉，則以166票落敗於副主席選舉，但接
連在選舉失利的蔡耀昌就得 189 票，與取得 173 票
的年輕區議員羅健熙同任副主席。

向來被指作風強硬，在黨內人緣不佳的劉慧卿接掌
民主黨，除代表民主黨延續老人政治外，顯示該黨未來
或有更強硬的立場，而今次選舉亦未知能否獲民主黨的
支持者接納，但該黨的中委選舉，則顯出民主黨今次選
舉的一些欽點布局，以及該黨年輕黨員對老人政治的厭
惡。

中委選舉中，胡志偉成為 「票王」，得票甚至較何
俊仁還要高，顯示他的人緣甚佳，但他竟在副主席選舉
中落敗，令人費解，而單仲偕得票亦僅次於何俊仁，是
得票第三高。新當選中委還有不少高調的 「乳鴿」，包
括柴文瀚、鄺俊宇、黎敬瑋、區諾軒等，而元老則有楊
森、張文光、新任立法會議員黃碧雲等。

劉慧卿「唔嫁又嫁」
不過，在立法會選舉中落馬的黃成智、李永達等人

，就以極低票當選中委，反映黨內極不滿老人政治。李
永達得155票，而黃成智僅有135票，比最低票當選的林
立志的128票好不了多少。在民主黨的facebook專頁上，
不少人對結果大表失望而留言： 「黨年輕化了，卿姐出
選主要是希望有競爭，what a joke」、 「貫徹民主黨精
神，出爾反爾，恭喜民主黨即將結業」。

曾表示會 「裸退」的劉慧卿稱，最終決定參選是受
黨友的鼓勵，希望向黨員提供更多選擇，有健康的競爭
，日後與單仲偕的競選團隊絕對可以合作。她又說，黨
友希望她作為主席能有清晰及 「硬淨」的立場。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民建聯荃灣支部荃灣
中心辦事處、譚耀宗、李慧琼、陳恒鑌立法會議員辦
事處、曾大社區服務處昨日於荃灣中心開幕，三位立
法會議員及荃灣區議會主席陳耀星等出席儀式，與前
來捧場的街坊好友一同觀看舞獅表演。

荃灣青年會、婦女會等多個團體為今次新辦事處
的開幕禮獻上精彩歌舞表演，大批荃灣區的街坊到場
觀禮和致賀，場面熱鬧。

籲市民「企出來」支持發展
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致辭時表示，荃灣支部荃灣中

心辦事處在民建聯成立20周年時開幕，是一件喜事。
回顧20年民建聯走過的路，她感慨道，無論是順境、
逆境，民建聯都本着服務地區的宗旨，聆聽民意、反
映民聲、關心民生，她代表民建聯，對廣大居民的認
同與支持表示感謝，並邀請支持香港社會繼續向前發
展的市民 「企出來」，共同將基層的聲音帶到立法會
、帶到政府，攜手並進。

爭取更多方便長者措施
荃灣支部主席古楊邦表示，民建聯一直以來都為

社區居民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通過舉辦各種活動，
增進聯絡街坊間的感情。他表示，民建聯儘管在上次
地區選舉時 「爭小小」，但仍將本着 「真誠服務 有
承擔」的宗旨，繼續開展地區工作。他表示，未來工
作中會加強服務的範圍，亦會涉及政治，通過民建聯
的立法會議員，將民聲帶給政府，他亦表示，民建聯

希望日後發展更多會員，將 「和諧社區」的理念傳遞
給更多市民，他強調，要給年輕人更多的機會。

備受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及街坊稱讚的社區幹事曾
大表示，自從事地區工作以來，一直盡心盡力，他說
，儘管本區有包括陳恒鑌、陳振中、陳金霖、林琳在
內的四位區議員，但是荃灣荃景圍的三個選區都沒有
民建聯的辦事處。他認為，此次新辦事處的開幕，為
更好地服務居民提供條件。他表示，未來會為本區長
者爭取設立更多便利的設施，如休息地區、延長信號
燈等候時間以便長者過馬路等，亦會申請增設康樂設
施，並搞好區內生態環境。主禮點睛儀式的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表示，希望在港九、新界多設辦事處， 「梗
有一間在你附近」。陳恒鑌亦笑稱，新辦事處是 「遲
來的春天」，希望街坊好友 「得閒來坐坐」。

高 先 生
（見圖）認為
，民建聯在聯

繫街坊感情方面做得很好，此次便是
與一班朋友一起參加開幕禮。他說，
本區的居民都很認同民建聯的工作，
因為 「民建聯真喺幫市民做嘢，唔係
好似 『長毛』班人淨喺掛住搞政治，
做show」。他認為，立法會的議員應
該關注民生發展，比如增加就業機會

， 「搞好建設，關心民生」。
賴先生表示，看到陳恒鑌議員一

直熱心服務街坊，做了不少實事，大
受鼓舞，此次他就特地前來捧場。他
說，這區比較老舊，很多鋁窗都需要
維修，陳恒鑌議員發現此問題後，馬
上着手處理。他作為一名維修工人，
看到很多老人家年紀大，疏於檢查，
就幫手義務維修。他希望基層的聲音
能通過民建聯的議員傳達到立法會，
並且希望立會多為市民做實事， 「唔
好成日講僭建呢D事，要和諧香港」。

真心為市民獲支持

李慧琼稱要將民聲帶到政府

民建聯荃灣辦事處開幕

外傭居港權案將於明年初在終審法院開審，律政司
早前向終院提交書面陳詞，冀終院將案件提請人大常委
會釋法，澄清1999年人大常委會就 「吳嘉玲案」的釋法。

99年釋法已闡明居港權
該次釋法指出，《基本法》第24條有關香港居留權

的立法原意，已體現於基本法籌委會在 1996 年通過的
《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第 24 條第二款的意見》中，《意見》第二條（5）規定
， 「根據政府的專項政策獲准留在香港」不屬於 「通常
居港」定義，正與外傭爭取居港問題相關；同時該《意
見》第一條指出，只有 「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
港期間所生的子女」才享有居港權，若獲人大釋法，亦
可妥善解決 「雙非嬰」問題。

但律政司提出呈請卻引發爭議，更有反對派指為政
治壓迫法院。對此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特區政府
完全無意向法院施壓，絕對重視和尊重香港司法獨立性
，因這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政府只是向法庭提出法律觀
點，是法律程序一部分。他希望所有法律觀點都在司法
程序中提出，不希望任何人在司法程序以外，以言論影
響法官對案件的判決。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人大常委當年指出，
特區籌委會報告中有解釋清楚《基本法》第24條的立法
原意，只是當時特區政府和終審法院都沒有重視，而現
時律政司已要求法院尋求人大常委進一步澄清，最終要
由終審法院決定， 「你既然不懂看，我（人大常委）便
畫公仔畫出腸給你看，在我來說，意思已經相當清楚，
但今次是終審法院有機會重新看這事。」

另方面，昨日的《城市論壇》亦以此為討論話題，

邀請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等講席參與討論。張國鈞發言
時明確指出，居留權是涉及中央的事務，故認同律政司
建議終院提請釋法的理據，此外，律政司是提出書面陳
詞，希望終院法官考慮將案件提交人大釋法，有關程序
遵從法律，而最終提交與否，是由終院法官聽取雙方陳
詞後再作定奪。

主動權在香港法院
對於另一講者梁家傑認為，政府此舉是將政治問題

推給司法機關，張國鈞不認同。他說，雖然 「雙非嬰」
和外傭居港權問題屬於政治範疇，但有關問題均沿於法
律裁決的爭議引起，故同時亦屬於法律問題，否則也無
需交由法院處理。

針對公民黨認為修改《基本法》是最佳選擇，張國
鈞指出，修改《基本法》要中央政府同意才能做，但99
年人大常委會已指出，基本法籌委會的文件已就有關問
題講得很清楚，故現在的問題在於法院採納人大解釋與
否，而當局今次的做法正是將主動權交給法院。

講者張達明擔心，律政司的呈請可能影響本港高度
自治，要求律政司承諾尊重法院最終裁決，不會輸打贏
要，一如2001年的 「莊豐源案」，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
詩所作的承諾。

對此，張國鈞認為張達明要求的承諾不是法律行為
，而是政治動作，反而是衝擊香港法治，認為並不恰當
。張國鈞指出，既然大家認同法院的公正，就應心平氣
和地等終院作出裁決，而法律界的各種聲音，法官都會
在即將到來的聆訊中聽到。他又批評，在聆訊前率先引
發輿論公審，是不尊重法官。

出席論壇的團體也普遍贊成律政司的做法。新民黨

青年委員會代表稱，律政司做法是跟隨法律程序，相信
可獲大部分市民接受，又認為今次建議終院釋法，並非
反映當年法院判決有問題，因為即使在國外，在不同時
期都可能對同一判決產生爭議。

青年民建聯代表則認為，人誰無過，法官的判決亦
可能有問題，對於 「莊豐源案」，人大法工委（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曾在裁決後發出聲明，指判
決與釋法內容不盡一致，故今次特區政府按合法程序建
議終院考慮提請人大釋法，不該反對。

【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
德成以 「認識中國是大時尚」為題
，在其網上專欄 「局長隨筆」撰文
，談到有內地報道說，中國在各方
面取得的成就，已引起海內外學術
界的廣泛關注，中國研究因此已從
「潛學」變為 「顯學」，並發展成

為主流研究。文章指香港對了解和
參與這一變化有獨特的地緣優勢。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雲集香港的中
國觀察家只能 「潛」式觀察中國；
現在，香港市民大可以 「顯」式地
了解、體驗自己的祖國。

以下為 「局長隨筆」文章內容：
一位駐港西方外交官不久前任

滿返國，來向我告別，我問他將調
任什麼職位，他表示尚未確定，而
有好幾種可能。他懂得中文，過去
曾經派駐北京，及後來到香港擔任
總領事。他聊到其所屬外交部的一
個新變化：過去，關於中國的知識
是冷門的專業，只有少數專門研究
的 「中國通」認識；可是如今，中
國國情已成為外交系統的通識內容
，大多數職位的人員都須要認識中
國。

這位外交官的一番話，使我想
起在報紙上看到的一篇分析，說如
今中國研究已從 「潛學」發展成為
「顯學」了。

這確是一個新變化。可是擴大
去看就發覺，這樣的變化，在民間
、在商界，早已出現了。 「春江水
暖鴨先知」，在商場追逐利潤的人
，對之早有察覺。

自從中國近年迅速崛起，情況
逐漸改變。受市場驅動的投資者最
早、最勇敢地走進中國，記者隨之
。英國的著名經濟雜誌《經濟學人
》，鄭重宣布每期都闢出版面專門
報道中國。打開《紐約時報》網頁

， 在 Most Popular （ 最 受 歡 迎 ） 欄 目 的 Most
Searched（最多人搜尋的字眼）一欄，近年來，頭
十位熱門搜尋字眼中，China（中國）必列前茅，
經常排行第一位。行文時鍵入一看，China名列第
四（居前的是股王巴菲特 Warren Buffet，颶風
Sandy，現代愛情Modern Love）。

有內地報道說，中國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已
引起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中國研究因此已從
「潛學」變為 「顯學」，並發展成為主流研究了。
「顯學」通常是指與現實聯繫密切，引起社會廣泛

關注的學問。如今，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
已在西方學術界形成多學科研究，包括近年中國學
者開展的關於中國社會發展與變遷的綜合研究。

新加坡學者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在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台灣譯本名為《亞
半球大國崛起》）一書中說： 「中國如今正依照其
特有方式，鼓舞着全球，如果這還不算是領導全球
的話。」香港對了解和參與這一變化有獨特的地緣
優勢。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雲集香港的中國觀察家
只能 「潛」式觀察中國；現在，香港市民大可以
「顯」式地了解、體驗自己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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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荃灣支部荃灣中心辦事處開幕，主席譚耀
忠主持醒獅點睛儀式 林少權攝

▲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支持提請人大釋法解決雙非及
外傭居港權問題 林少權攝

街訪

死抱老人政治 單仲偕落敗
劉慧卿任民主黨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