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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和張德江，
先後就香港問題發表重要講話，在社會上引起高度關
注及解讀。尤其是俞正聲強調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
香港長期執政，以及政協發言人呂新華在新聞發布會
上發出普選特首的條件是愛國愛港的重要信息，更引
起香港社會的極大反響和討論。

基本法是愛國愛港載體
主流輿論認為，2017年普選出來的特首其基本條件

必須是愛國愛港，這是必要的且符合香港基本法要求
，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特首人選的一貫政策和要求。反
對派則武斷認為重提愛國愛港是 「政治僭建」， 「設
立不合理的關卡或篩選」，並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觀
點蠱惑市民。因此有政界人士指出，這場對 「愛國者
治港」的討論，不是 「虛」的討論，而是具有實質意
義的討論，對於 「一國兩制」實踐與香港的政制發展
具有方向性的重要指導意義，因而需要深入討論下去
。在此，筆者同不同政見者討論三個問題。

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在日前發表的《余若薇忌憚 「
愛國愛港」標準？》一文中說： 「基本法第44條訂明特
首的基本要求是年滿40周歲，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20
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

，沒提什麼 『愛國愛港』。」意指根據基本法，特首不
需要 「愛國愛港」。這是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片
面觀點，真可謂 「一葉障目」。

誠然基本法第44條有此規定，但這只是對港人參選
資格的起碼要求，港人要成為行政長官還必須具備基本

法規定的更重要的條件。從政治法律角度而言，行政長
官要負責執行基本法，而基本法序言強調要 「維護國家
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第一章
總則規定，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依法實行高度自治，要懸掛國旗、國徽和區旗、

區徽。第二章規定，要正確
處理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
強調香港特區直轄於中央人民
政府……

事實上，整部基本法都體
現了愛國愛港的精神。愛國愛
港，並不是什麼 「政治僭建」
或重設 「關卡」，而是從基本
法誕生的那天起就滲透在其中
的固有內涵。基本法是 「一國
兩制」的具體化和法律化，也
是愛國愛港的法律載體和規範
形式。

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最近
在一個論壇節目中說， 「愛國
者治港」這話由鄧小平年代說
到現在，已經說了幾十年，但
誰都不知道具體定義是什麼；
日後普選特首也要愛國愛港，
就是北京說了算云云。

其實事情並非如此！如前

所述，早在1990年香港基本法頒布時，其愛國愛港的內
涵就蘊含在基本法之中。這是一個客觀事實，誰也無法
否認或更改。

在更早的時候（即1984年6月），親自指導基本法
起草的鄧小平就確定了愛國者的三個標準，即尊重自己
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
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同年10月，鄧小平會見港澳同胞
國慶觀禮團時說得更精闢： 「愛國者，也就是愛祖國、
愛香港的人。」

實際上，在香港2004年的政制討論中， 「愛國者治
港」的原則即受到高度重視。新華社在當年2月發表鄧
小平在1984年6月發表的一篇重要談話，即《一個國家
，兩種制度》，並加編者按指出： 「任何已經站在治港
者行列的人或者有志於加入這個行列的人都必須符合這
個標準（筆者註：指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香港各
界當時圍繞新華社重新發表的鄧小平講話展開熱烈討論
，主流輿論認為，中央重申愛國愛港者的標準並非無的
放矢。 「愛國者治港」應是香港政治體制發展的方向。
何俊仁作為本港資深律師和政壇老人，大概不會忘記這
些歷史事實吧！為何要說假話、裝糊塗？

愛國愛港是個統一整體
日前，《蘋果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愛國與愛港難

兩全》的署名文章說： 「問題的關鍵在於，愛國愛港要
求的雙重效忠，結果很可能不是兩全其美……如果將愛
國理解為一切國家至上，一國兩制的位置又在哪裡？香
港人的根本利益何以確保？」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中央一再強調 「一國兩制」
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既要講 「一國」也要講 「兩制」，
從未將愛國理解為一切國家至上，屬於特區自治範圍內
的事，中央從不干預，特區可自行處理。鄧小平早就說
過： 「愛國者」既要愛祖國，也要愛香港。

中共十八大強調：全面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必
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任何
時候都不能偏廢，也就是既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又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國家好，
香港好，香港好，國家更好。愛國愛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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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整部基本法都體現了愛國愛港的精神。愛國愛港，並不是什麼 「政治僭建」 或重設 「關卡」 ，而是從
誕生的那天起就滲透在基本法中的固有內涵。基本法是 「一國兩制」 的具體化和法律化，也是愛國愛港的法律載體
和規範形式。

在工聯會舉辦的一場時事講
座上，有人問， 「佔領中環」是
否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這個小
問題問得有意思，筆者感到值得
試為解釋一下，以求證於高明。

某些人鼓吹的 「佔領中環」
，目前已處在籌劃或籌備階段，
但還沒有實施。根據刑法的理論
，此與一般不準備付諸實施的言
論不同，應該不再屬於言論自由
的範圍了，可能已經進入犯罪的
預備階段。

到了實施階段，連鼓吹者自
己也不諱言， 「佔領中環」進行
非暴力的公民抗命，不論其目的
如何，都是犯法的，所以希望參
與者有自首的思想準備，事後向
警方自動投案，由警方和律政司
決定是否起訴。如被法庭定罪，
則難免要留案底；如被判處監禁
，自然也是會影響學業和職業
的。

即使退一步說， 「佔領中環
」仍處於言論階段，是否就沒有
自由呢？答案也是確定的。根據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第19條第2款的規定，「人人有
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
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
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
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
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
擇的任何其他媒介。」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什麼意
見和言論都是自由的，其實並不
然。上述公約第19條第3款還指
出， 「本條第2款所規定的權利
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
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
只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
必需：

「（甲）尊重他人的權利和名譽；
（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

道德。」

具有煽動犯罪意圖
換句話說，言論不得侵害法律所保護的他人權利

和名譽、國家安全以及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
。如果仍在上述限制內，則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否
則就不再是了。

對此，香港特區的《刑事罪行條例》和《公安條
例》都有不同的禁止性規定。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進

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時，曾試圖廢除《刑事罪行條例
》第9、10條的規定，但依這兩條， 「包圍中環」恰
恰是具有煽動意圖的罪行。

該條例第9條對煽動意圖作了37項規定，其中有5
項契合 「佔領中環」、迫使中央屈服的情況，包括：
「（b）激起女王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

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d）
引起女王陛下子民間或香港居民間的不滿和離叛。（
e）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
（g）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唆使市民挑戰法律
在此 「女王陛下」的名詞，根據1997年2月23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根據香港基本法第160條處理
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規定，任何提及 「女王陛下」
的詞句應相應地解釋為中央或中國的其他主管機關。
由於對2017年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有批准權，可以推斷 「佔領
中環」所針對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針對的法律是
香港基本法、所使用的手段或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引起
香港居民之間的不滿和離叛、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
間的惡感及敵意。

當然，如果鼓吹者不要求 「佔領中環」，不作出
、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
行為，而是希望或嘗試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在香港依
法制定的事項，是不能按《刑事罪行條例》處理的。
可惜的是，鼓吹者似乎要挑戰法律的底線，並唆使不
明真相的市民這樣做。

在該條例之外，香港的《公安條例》對公眾遊行
、集會也有比較完整的限制性規定。姑不論鼓吹者號
召的五千至一萬人如何遊行到指定的包圍中環的禁區
，但就進行 「包圍中環」的集會而論，《公安條例》
第7、8、9條的規定，就明文要求超過五十人的集會
須事先書面通知警務處長，在收到警方的不反對通知
書的情況下，始得進行，否則就是非法集會。

守法是港核心價值
根據該條例第9條的規定，即使集會是合法的，

但如有3人以上不守秩序，侮辱挑釁他人，使現場的
人感到和平集會被破壞，也屬於非法集會，警方可以
採取行動。

即使集會是和平的，但如進入政府總部、立法會
會場或其他辦公場所的通路被封堵，也是違反該條例
的行為，警方完全可以採取執法行動。對於《公安條
例》以及警方的執法，在梁國雄等人訴香港特區（
2005）一案中，終審法院也已確認該法及有關執法的
合法性，鼓吹者萬勿以身試法。

退一萬步說，假如警方因為種種顧慮而不執法，
使坐落於中環的特區政府總部、立法會、終審法院等
停止運作，使香港的金融中心癱瘓，破壞了香港的繁
榮和穩定，鼓吹者又有什麼好處呢？搞事者只會被香
港七百萬市民唾罵。

在這種情況下，就等於負責社會治安的特區政府
不能再維持社會治安，出現了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可

能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根據香港
基本法第18條第9款的規定，全國人大常
委會可以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中央政
府也可發布命令將有關的全國性法律在香
港特區實施，難道這是鼓吹者所希望的
嗎？

不管香港特區是否已經成為示威遊行
之都，香港市民均當牢記基本法第42條關
於遵守香港特區實行的法律的義務。這是
香港的核心價值，不管號召 「不遵守」的
是什麼人！

作者為法學博士

香港民眾對2017年可以普選特
首充滿了期待，這也是香港民主進
程中的一件大事。俗話說 「兵馬未
動，糧草先行」，香港要普選出大
家滿意的特首，必先對特首條件形
成足夠的共識。由於港人對特首應
該具備什麼樣的具體條件還存在不
同理解，故有必要討論之。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在出席
港區人大代表小組會時，提出香港
特首的三個條件，即愛國愛港、中
央信任和港人認同。張曉明還表明
特首普選 「一定要有篩選」。其實
在張曉明之前，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就曾經指出特首應當具備的三大條
件：愛國愛港、有很高的管治能力
，以及有較高認受性。相比之下，
張曉明的 「中央信任」更具新意。

問題是，將 「中央信任」作為
特首條件之一，是否符合《基本法
》的規定，在香港引發熱烈討論。
有的人認為：有關條件表明特首人
選必須是來自親北京的建制派。也
有的人認為：有關條件阻止了民主
派成為特首，故不可能出現真普選

。更有人認為： 「篩走民主派」，不符合《基本法》
。這些觀點是否正確，需要小心判斷！

《基本法》第44條只規定了特首的基本條件是：（
1）年滿四十周歲；（2）連續居港滿二十年且無外國居
留權；和（3）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有人因此
會認為：好像中央信任這一條件在《基本法》中找不
到依據。其實不然！根據《基本法》的其他一些條款
，應該可以推斷出中央信任也是特首必備條件之一。

愛國愛港至關重要
當然，本文所指的中央信任是有特定含義的，那

就是愛國者會得到中央信任。如果沒有這個特定含義
，中央信任就可能被無限演繹，讓人不着邊際。

那麼，什麼樣的人才可被視為愛國者呢？為了避
免走極端，筆者認為應該採納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
的定義： 「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
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
榮和穩定。」這個標準，體現在《基本法》裡，就是
尊重和執行 「一國兩制」的方針，理解香港實行的是
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有了這個標準，人們就會
心中有譜：那些挑戰國家主權、片面強調 「兩制」而
不顧 「一國」、不尊重法治而破壞社會穩定者，是難
以得到中央信任的。再者，根據《基本法》第45條規定
，行政長官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一個無
法獲得中央信任者，不可能被中央委以重任來管治中
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雖然張曉明沒有將管治能力作為特首的三個條件
之一，但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其實，特首管治能力

是否強，還與其領導的團隊素質條件有極大的關係。
筆者認為，根據《基本法》第48條第5款之規定，中央
不僅在特首的任命上有關鍵的話語權，即使在各司司
長、副司長，各局局長，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
務處處長，入境事務處處長和海關關長的任命上，也
應該把握好中央信任這一關。符合這一條件的高官，
能夠協助特首認真貫徹 「一國兩制」的方針，輔助特
首在任期內充分發揮好管治能力。

管治能力不言而喻
有人認為，中央有關特首條件的言論不恰當。按

照他們的理解，特首選舉是香港的內部事務，不應該
受中央 「干預」。如果這是對 「一國兩制」缺乏應有
的認識，尚且可以理解；如果屬於混淆視聽，誤導民
眾，那就問題多多了。《基本法》第一條明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

」。第十二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
央人民政府。」可以想像，確保所選出的特首能夠獲
得中央信任，這是符合《基本法》精神的。誠如一些
人士所說： 「如果與中央對抗的人掌握香港的執政權
，後果不堪設想，香港和中央都難以承受由此產生的
衝擊和震盪。」當然，有一些人士自我 「對號入座」
，甘於自我標籤為不受中央信任人士，這既可以視為
是一種缺乏自信的表現，也可能表明其有必要檢討自
身過往言行之不足。

當然，受中央信任者，也並不自然就具備了特首
的其他條件。如果沒有足夠的管治能力和廣大港人認
同，也是難以當選為特首的。

探討合理篩選規則
有人反對篩選特首，認為如果港人選出中央不接

受的人為特首，而中央拒絕任命時，可舉行第二次選
舉；並認為這樣不會產生憲制危機，反而中央政府必
須承受因此產生的政治壓力。筆者認為此觀點值得商
榷。毫無疑問，這種說法簡單地將 「兩制」與 「一國
」對立，機械分割了選舉和任命這兩個程序，並將責
任轉嫁給中央。按照這種邏輯，如果先根據 「中央信
任」這個標準對特首候選人進行篩選，則既可以避免
「二次選舉和有關政治壓力」，也可以避免人財物的

浪費！
篩選就是對特首是否符合有關條件進行審核的過

程。這個過程應該放在哪個環節，應該如何進行才算
合理，需要凝聚廣泛的共識。按照人大常委會2007年的
決定：2017年普選特首時，必須要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
官候選人。因為可能會產生若干名而不是太多的候選
人，所以是否可以考慮在民主程序加入一個預選程序
，這需要大家探討。政府可以先提出幾種預案和合理
性的說明，供大家參考討論。

眾所周知，普選特首在香港是第一次，沒有現成
的經驗，需要靠大家的智慧。但是，只要掌握好底線
，就應該可以選出愛國愛港、有管治能力和民意基礎
，能夠確保獲得中央任命的人選。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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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經緯

】有話要說

】審思明辨

「中央信任」 是有特定含義的，那就是愛國者會得到中央信任。有
了這個標準，人們就會心中有譜：那些挑戰國家主權、片面強調 「兩制
」 而不顧 「一國」 、不尊重法治而破壞社會穩定者，是難以得到中央信
任的。因此，一個無法獲得中央信任的人，不可能被中央委以重任來管
治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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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鼓吹的 「佔領中環」 ，目前已處在籌劃或籌備階段
，與一般不準備付諸實施的言論不同，應該不再屬於言論自由
的範圍，可能已經進入犯罪的預備階段。可以推斷， 「佔領中
環」 所針對的主體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所針對的法律是香港基
本法，所使用的手段或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引起香港居民之間的
不滿和離叛，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

◀近期，香港一些反對派人士鼓吹
「佔領中環」 並煽動政黨團體和市
民加入其中

◀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近日提出特
首三個條件：愛
國愛港、中央信
任和港人認同

▲愛國愛港是特首的必要條件。圖為港區代表委員在兩會上建言獻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