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觀察中國新一屆領導人的言行，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將會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要實現的方向和戰略目標之一。各項制度建設停滯不前，遠遠達不到人們的期望值，法治缺失在目前才是根本的原因。
也就是說， 「制度的籠子」 缺把鎖，這把鎖就是法治！若要落實習近平總書記 「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 這一政治主
張，就必須認識到並從心底認同法治的確是個好東西。

落實法治實現中國夢
□朱國斌

《中朝互助條約》存廢再起爭議
□楊宇冠 郭 旭 王志慧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於1
月22日在中紀委全會上強調，要
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堅持 「老
虎」、 「蒼蠅」一起打；同時 「
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形
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

防範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習總講話斬釘截鐵，
落地有聲，給受眾以信心和鼓勵，給貪官以警鐘和震懾
。一個月後的2月23日，習近平再次強調要 「堅持依法
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
面」。習總上述講話對新任黨政領導人施加了無形壓力
，提高了人們對新政府的期望。綜合觀察新一屆政治領
導人的言行， 「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依法治國
、依憲治國將會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實現的方向和戰
略目標之一。

法治是當代社會的精神
然而，打造一個鐵的、銅的、或金的籠子不是難事

兒，提出依法治國、依憲治國也不是一件新鮮事兒。且
看，現行的黨政制度包括反腐倡廉制度不可謂不面面俱
到，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法律法規也可以說卷帙浩繁汗牛
充棟，官僚機構疊床架屋事無巨細大包大攬，應該說我
們要的作為硬體的 「籠子」已經擺在這兒了，有目共睹
。但是，請問，為什麼時至今日， 「老虎」和 「蒼蠅」
都視 「籠子」如無物，照吃黨國肌體上的肉，飽吸百姓
的血？為什麼這個昂貴的 「籠子」是聾子的耳朵──一
件無用的擺設？

我們可以數出無數理由來解讀這一現象，這包括政
治的、制度的、經濟的、技術的、文化的，甚至中國人
的劣根性。肯定還有這個原因，那就是國家的民主制度
建設停滯不前，遠遠達不到人們的期望值。可以說，除
此之外，法治缺失在目前才是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說，
「制度的籠子」缺把鎖，這把鎖就是法治！

「法治」這個詞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已經不陌生了。
1999年，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在憲法中
增加： 「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
法治國家」一款（即第五條第一款）。這是中國近現代
政治史和制度史上開天闢地的大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治國方略的重大轉變。 「依法治國」，區別於 「以法治

國」（即視法律為治理工具），集一種治國思想體系、
一種治國原則體系和一種治國制度體系之大成，它代表
一種成熟的、先進的治國理念。

「依法治國」就是 「法治」。而 「法治」又是什麼
，卻見仁見智。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建立在民主基礎之
上，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它既是一種關於國家治理
的理念，更體現為一種制度和原則。啟蒙思想家強調，
作為治國原則的法治應該具有以下特點：（1）法律要
有至高無上的權威；（2）要擺正政府同人民的關係，
人民是主權者，即享有最高、最終權力；（3）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4）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以權
力制約權力（參見李步雲，1996：49-50）。二戰以來
英 國 最 偉 大 的 法 官 、 前 首 席 大 法 官 賓 漢 （Tom
Bingham）提出法治原則的核心如下： 「本國之內的所
有人和所有機構，不論公私，均應接受法律約束，並享
有法律賦予的權益，而法律應公開制定，（一般而言）
在未來生效，且有法院公開司理」。今日西方之民主國
家都是這種意義上的法治國家。

共和國法治建設道路崎嶇。前三十年法治建設乏善
可陳。中國法學界曾在1979年至1982年間就法治與人治
展開過學術爭鳴，後在1999年修憲前後又進行過深入討
論，法治概念得以深入人心。通俗地說，法治就是指依
照法律來治理國家，其對立面就是人治。在當今語境之
下，法治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那十六個字：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然而，以 「十六字訣
」涵蓋法治則過於表面和淺層，至多是對法治的一種狹
義解讀，甚至可以說是對法治的誤讀。若以立法檔數量
為考察標準，中國已經實現了 「有法可依」的目標。官
方也多次重申，以憲法為核心，以法律為主幹，包括行
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規範性檔在內，由七個法律部門
、三個層次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已經基本形成。但是，如果與先進經驗比較，我們得承
認，中國離法治國狀態還很遠很遠。

追求深層次的法治
為此，我們首先必須認定法治是當代社會的核心價

值之一，其次要發現法治的價值具體何在。著名法理學
家Martin Krygier教授認為， 「理解法治首先要理解法
治的目標或者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什麼。我的主張是，
法治的核心價值觀和目的在於，通過一套制度化的體制
實現對權力專斷行使的有效抑制。我認為對於法治最大
的危害因而是我們應當極力阻止的地方，是享有重要權
力的人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他們所享有的權力。」因而
他主張， 「抑制權力的專斷行使是法治最主要、最基本

也是最終的目標」。眾所周知，無限制的或無制約的權
力是可怕的，這是因為，正如Krygier教授看到： 「第一
，當享有權力的人或者機構任意行使他們的權力時，權
力行使的物件即客體將處於一種恐懼狀態中」； 「第二
，權力行使的客體或者物件將沒有能力與自由能夠對抗
這些對自己行使權力的人」； 「第三，權力能夠以一種
尊重人的尊嚴的方式行使的唯一途徑應當是權力行使的
物件們能夠知道或者影響權力行使的結果，如果未
實現這種狀態，他們就不是人，而只是一個物品」
；以及 「第四，在權力能夠任意行使的社會中，人們
之間不能夠有富有成效的、可靠的以及誠信的交流
和溝通，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可能會隨時隨地遭到
攻擊。」

戴耀廷也提出 「十六字訣」來表達他對法治發展不
同層次和階段的理解，通俗易懂，值得思考記取。這就
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其
中，「以法達義」是法治的最高層次，它要求在法治之下
的法律必須能夠體現公義（justice），包括程式公義、公
民權公義、社會公義以及商議性公義。概括起來，以法
限權和以法達義已經是 「法治」概念不證自明的應有之
義了。

以法治保障改革開放成果
選擇法治必須超越狹義的法治。僅僅視法治為工具

者，自然沒看到法治之真諦。通過法律限制專斷權力，
避免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從而實現社會正義，這是
法治的要害和核心。新加坡和香港就是法治的正面教材
，儘管其民主程度仍為人詬病。而中國大面積的貪污腐
化現象正好從反面論證了法治的意義和必要性。我們說
，一個公正的國家／社會必定是一個法治的國家／社會
。法治是實現正義的必要條件。

若要落實習近平 「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這一
政治主張，就必須認識到並從心底認同法治的確是個好
東西。第一，法治是現階段中國突破體制改革瓶頸的最
可行路徑。儘管自由民主之路仍然漫長，推行法治、建
設一個公正的社會還是可以期待的；第二，以法治肅清
人治惡習，破除 「權力帶來腐敗」之魔咒；第三，以法
治促進人權保障，讓百姓生活在自由自在無懼的社會中
；第四，以法治保障民主制度建設，鞏固現有的民主成
果。應該說，在中國實現全面意義的法治已經有了很好
的理論準備和制度基礎。既然推行法治的積極效果是可
以預見的，為什麼不？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博士

《中朝互助條約》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
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友好合作互助條約》，是中國政府
和朝鮮政府於1961年7月11日在北京簽訂的。該條約還
規定在未經雙方就修改或者終止問題達成協議以前，將
一直有效。鑒於繼續執行《中朝互助條約》將嚴重損害
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政府有必要立即廢除（終止或停
止施行）該條約，理由如下：

一、朝鮮嚴重違反《中朝互助條約》
朝鮮無視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分別在2006

年10月、2009年5月和2013年2月多次進行核試驗，其中
第三次核試驗是在中國人民歡度春節期間、中國黨政領
導交接的時間段，不顧中國的耐心勸阻，在緊鄰中國領
土的中朝邊境地區實施的。

朝鮮的這些行為嚴重破壞了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和一致譴責。聯合國安理
會於2013年3月7日作出了 「關於朝鮮第三次核試驗問題
的第2094號決議」，對朝鮮進行核試驗進行強烈譴責並

對朝鮮進行迄今為止最嚴厲的制裁。中國作為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之一，投了贊成票，第2094號決議最終得以一
致通過。

朝鮮的這些行為也嚴重違反了《中朝互助條約》第
一條規定的 「締約雙方將繼續為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
和各國人民的安全而盡一切努力」之精神，傷害了中國
人民的感情，引起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感。

朝鮮進行核試驗還違反了《中朝互助條約》第四條
「締約雙方將繼續對兩國共同利益有關的一切重大國際

問題進行協商」的規定。
中國為了維護東北亞的穩定首倡 「六方會談」等機

制，朝鮮在未與中國協商一致的情況下，多次宣布退出
「六方會談」，而且不顧中方一再勸阻多次核試，嚴重

違反了《中朝互助條約》，致使該條約無法繼續履行。
二、繼續履行《中朝互助條約》將使中國被

捲入戰爭的巨大危險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於5日發表聲明稱，朝方將

於11日開始，宣布《朝鮮停戰協定》 「完全無效」。朝
鮮單方面宣布《朝鮮停戰協定》無效的行為，使東北亞
局勢急劇緊張，戰爭一觸即發。

《朝鮮停戰協定》規定： 「協定各條款在未為雙方
共同接受的修正與增補、或未為雙方政治及和平解決的
適當協定中的規定所明確代替前，一直有效」。

在過去的60年中，《朝鮮停戰協定》在保障朝鮮半
島的和平，緩和朝鮮和韓國雙方的敵對戰爭狀態中發揮
了重要作用。為了該協定的達成，中國政府和人民曾經
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朝鮮單方宣布
《朝鮮停戰協定》完全無效的行為，完全無視中國政府
和人民為朝鮮半島停戰和維持東北亞穩定所做出的巨大
努力和犧牲，也給本來就不穩定的朝鮮半島局勢帶來更
嚴重的後果，給我國的國家安全以及世界和平的維護帶
來巨大的威脅。

朝鮮的以上行為，使戰爭一觸即發。根據《中朝互
助條約》第二條： 「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
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
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中
國如果繼續履行《中朝互助條約》，勢將被捲入新的朝
鮮戰爭。

三、朝鮮方未履行《中朝互助條約》義務
《中朝互助條約》生效以來，朝鮮並沒有履行條約

義務。《中朝互助條約》第二條規定 「一旦締約一方受
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
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
及其他援助。」該條約簽訂後，中印邊境戰爭和中蘇珍
寶島戰爭及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過程中，朝方都沒有
對華提供軍事、物資等方面的支持。

朝鮮不履行《中朝互助條約》的義務，只享受條約
所帶來的援助；相比之下中國根據該條約，長期以來對
朝鮮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而沒有享受到條約規定的權利
。所以，實際上現在《中朝互助條約》已經成為中國單
方面承擔條約義務，而朝鮮只享受權利不承擔義務，成
為一個違反平等、公平、互助原則的不平等條約。

四、廢除《中朝互助條約》符合國際法原則
對於朝鮮這些嚴重違反《中朝互助條約》的行為，

依據國際法 「對不履行者不必履行」的原則，中國政府
應當廢除（終止或停止施行）該條約。

鑒於朝鮮一再違反《中朝互助條約》，破壞了該條
約履行的基礎，注意到朝鮮不顧中國和國際社會的一致
反對和譴責，採取了一系列加劇了朝鮮半島局勢的緊張
狀況的行為，使新一輪戰爭的危險迫在眉睫，危及中國
的核心利益和東北亞，乃至世界和平，考慮到廢除《中
朝互助條約》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十四款的規定，中國全國人大常
委會有職權批准和廢除中國同外國締結的條約和重要協
定，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當立即啟動廢除《中朝互助
條約》程序。

（作者楊宇冠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旭、王志慧
為該校博士生及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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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
席俞正聲6日在與港澳政協委員會面時
發表了五點意見，回應了香港社會對香
港政治生活中核心問題的關切，值得香
港社會各界高度重視。

一、俞正聲的發言代表了新的中央
領導集體對香港形勢的基本判斷和對港
政策的基本取態，香港社會不可等閒視
之。中國高層的政治表態素來有其特殊
的嚴肅性和嚴謹性，不像西方國家的政
治人物那樣隨意和隨便。俞正聲作為中
共最高決策層──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
委，其關於政治和政策問題在任何場合
、任何時候所做的任何表述，都不會是
個人的率性而為，而是最高決策層在充
分聽取各個方面意見後，由其出面代表
最高決策層發出政策宣示。他的發言，
是港澳工作部門等機構經過對香港特區
的政治、經濟、社會形勢進行深入的分
析研究，最高決策層對國際國內形勢做
了通盤考慮後發出的。這將會是今後中
央政府制定和調整對港方針政策，尤其
是指導香港政制發展，進行雙普選方案
設計的重要根據，香港社會各界應該給
予高度重視。

打破反對派非分之想
二、對香港政治生活中的幾個核心

問題做了清晰表述，打破了一些政治勢
力的非分之想。一是與中央政府對抗的
政治勢力，即反對派不能當特首。俞正
聲表示： 「確保愛國愛港、愛國愛澳的
力量在香港、澳門長期執政，是港澳人
民改善生活，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也
是中華民族復興的一件大事。」 「如果
出現和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離心離德

的力量在香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國家也不好」
。二是不能容忍任何人在香港搞 「港獨」。俞正聲
表示： 「甚至有的走得很遠了，舉英國旗，香港要
獨立，雖然是個別的人，但如果對這種行為沒有鮮
明的態度，任其發展下去，那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三是要嚴厲打擊香港反共勢力向內地滲透的非法
行為。俞正聲指出： 「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
主義陣營的陣地和橋頭堡」，並批評香港有人跑到
內地說三道四。俞正聲明確提出： 「說是一碼事，
搞動作，那就是違憲、違法的了。」

三、管窺中央對港政策走向。今後幾年，香港
將進入 「雙普選」的方案設計、諮詢各方面意見，
以及分步驟落實的階段，各種觀點的碰撞、利益的
角逐，乃至個人的榮辱進退都將逐步浮出水面。在
這個時候俞正聲發表5點意見，似乎可以看作是中
央政府對港方針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和完善的先聲，
從中可以窺視出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走向：

一是在特首普選的制度設計中，採取切實辦法
防止非愛國愛港人士在普選中當選特首；二是採取
有力措施大力加強國民教育，促進香港青少年對國
情的了解和認識；三是加速推進香港和內地之間的
融合，以壓縮反對派的生存空間；四是大力推動愛
國愛港政團提高他們在香港社會的影響力和號召力
，使其大幅增強問政能力，成為支持特首依法施政
更加有力的中堅力量。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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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諮詢尚未啟動，最終立法會將討論何種
方案，一切仍是未知之數。但反對派已迫不及待製造
小動作，先拋出 「佔領中環」的恐嚇言論，其後又散
發 「中央不給香港普選」論調，意圖製造虛假民意來
要挾中央。更讓人感到可笑的是，民主黨前主席何俊
仁，迫不及待宣布將辭職補選以引發 「變相公投」。
何俊仁口號相當冠冕堂皇，但明眼人都看得出，這不
過是反對派內部就二零一七特首普選的 「卡位戰」而
已。一旦何俊仁如願以償辭職成功，最受打擊的，當
屬公民黨余若薇無疑。

卡位反對派內部初選
早在去年底開始，反對派就已經不斷開始行動，

要求政府盡早諮詢政改方案，其意圖其實十分明顯，
正如某位立法會議員所言，反對派是要及早將特區政
府拉入政改漩渦，不斷消耗政府民望，以利其爭取普

選的勝算。而為達目的，他們先提出 「佔領中環」運
動，鼓動市民去霸佔街道、癱瘓中環、製造國際關注
，以迫令中央政府及建制派作出最大的讓步。其後，
隨兩會的召開，又不斷誤導香港市民，指 「領導人
不給香港普選」、 「香港普選無望」的錯誤言論。

在此其間，反對派表面上一副內部團結、一致爭
普選狀態，但實際上卻是暗藏種種爾虞我詐的政治
算計。事實上，三個不同類型的反對派爭普選組織正
在醞釀產生，例如有 「翻版」的終極普選大聯盟、陳
方安生、高德禮等人主持的 「另類」民間策發會，還
有一些較小型的反對派團體，也計劃以另一種形式成
立新的組織。一項政改諮詢，只有二十七個席位的反
對派，有必要成立如此多的組織？原因何在？答案其
實並不複雜，無非是政治利益鬥爭而已。

根據傳媒早前報道，民主黨前主席、立法會 「超
級議席」議員何俊仁，公開宣布，若政府無法滿足反
對派的要求，他將 「殺身成仁」，以辭職換取全港補
選，實現一場新的 「變相公投」。他並承認，這是向
政府施壓的另一種辦法。對於許多反對派支持者來說
，何俊仁此建議是一項 「英雄」舉動，以犧牲自己來

換取普選大業，令人敬佩，可以 「拍爛手掌」。但事
實真的如他們所想的嗎？實際上，反對派內部對此大
不以為然，有的同屬反對派的立法會議員甚至嗤之以
鼻，直指何俊仁此舉是 「截糊」、 「割禾青」，做法
太自私。

排擠公民黨余若薇
應當承認，何俊仁提早宣布辭職的做法，是一步

政客高招。第一，可以立即獲得公眾關注，成功將政
改諮詢前的社會關注焦點放在民主黨身上；第二，在
未來一段較長時間裡，只要政改方案在諮詢，何俊仁
必然是所有傳媒的重點採訪對象，他也可以隨時準備
回答 「何時辭職」的問題；第三，他等待一個最合適
的機會宣布辭職，一旦正式宣布以及所需要進行的補
選工作開展後，其間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如同一次全
港性的 「助選」工程，整個民主黨將因此受益。最後
也是最重要一點，他已經參選過二零一二年特首選舉
，更是當年唯一一名反對派候選人，有了前次經歷，
此次再挾辭職餘威，再次成為反對派唯一的候選人出

戰二零一七年選舉，機會勢將大增。
事實上，當前有能力在二零一七年參選特首的反

對派人物極其罕見，曾參選的何俊仁外，還有同樣曾
經參選的梁家傑，以及受到英國人培養三十年的公民
黨創黨主席余若薇。從政治實力而言，余若薇顯然高
出一籌，民望不僅長期高企，更身兼特殊的政治 「代
理人」身份，還手握公民黨財政命脈，只要她想參選
，黨內的梁家傑只能俯首聽命。實際上，去年特首選
舉之時，就已經傳出，余若薇將 「雞肋機會」讓給何
俊仁，圖的是二零一七年的 「大位」之爭。但正所謂
人算不如天算，余若薇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會在立法
會選舉中一敗塗地。失去議席意味她失去一個高度
曝光的平台，以及展現自己政治魅力的機會。若以西
方選舉作比較，余若薇已經 「失去先機」。

但或許令余若薇更加痛恨的是，沒有料到何俊仁
竟然能如此 「聰明」，藉 「佔領中環」的話題機會，
宣布辭職的計劃。如此一來，余若薇不僅失去先機，
又一次失去掌握主動權的機會。在未來一、兩年的關
鍵時期，她很可能會作為一個政治陪襯，在三個反對
派普選組織裡四處周旋，以自己的 「女神」魅力撈取
一些支持。

講到底，什麼 「佔領中環」、 「辭職」、 「變相
公投」不過是政治手腕而已，反對派不同政治勢力，
正在進行一場爾虞我詐的政治 「卡位」戰。何俊仁如
此急要辭職，贏盡了民意，又如何能令其他反對派
吞得下這口氣？

何俊仁為何急要辭職？ □李繼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