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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最核心的內容可概括為三句話：堅持一

個國家，保障國家主權；堅持兩種制度，保障高度自

治；堅持基本不變，保障繁榮穩定。這三句話貫穿於

《基本法》始終。在香港這樣一個法治社會裡，強調

《基本法》的憲制性地位是至關重要的。中聯辦全稱是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它是

基於主權原則由中央政府派駐香港、代表中央在香港

執行《基本法》的最高機構，它對涉及國家主權的香

港事務發表意見是職責所在、理所當然、無可厚非

的。

從憲法學來看，中央與香港特區的權限，除《憲法》

第三十一條關於設立特別行政區的規定直接適用特別

行政區之外，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有直接意義的憲法

制度還有兩個，一個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個是單

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正是基於這些憲法制度，《基

本法》才一方面賦予特區高度自治權，另一方面也規

定了體現國家統一和主權的內容，保證中央依據憲法

應該享有的權力能夠落實。

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構
中聯辦及其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在中國革命、建設和

改革中的不同歷史時期，始終圍繞香港及國家發展的大

局，扎實有效地開展各項工作，譜寫了可歌可泣的篇

章，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實踐證明，中聯辦作為中

央政府駐港機構，是廣泛聯繫香港各界的重要渠道，是

促進兩地交流與合作的重要橋樑，是促進香港繁榮穩

定、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重要力量，是港人的好朋

友。

根據中央政府的授權，中聯辦在香港合法行使五項職

權，即：(1)聯繫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和

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2)聯繫並協助內地有關部

門管理在香港的中資機構；(3)促進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經

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聯

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

映香港居民對內地的意見；(4)處理有關涉台事務；(5)承

辦中央人民政府交辦的其他事項。

中聯辦切實維護港人福祉

公道自在人心，香港回歸以來，中聯辦切實維護港人

福祉。例如，南丫島海難事件發生後，中聯辦負責人探

望傷者，聯絡救援，在香港全港哀悼日，中聯辦主任彭

清華率領一眾高官默哀，這是中央一貫關愛港人和維護

港人福祉的體現，是「一國兩制」優勢的體現，顯示香

港與內地血脈相連、休戚與共和互相扶持的關係，這是

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少數反對派政客和反對派喉舌

卻誣衊為「干預香港政務」、「破壞一國兩制」，將「去

中國化」的貨色引入人道問題上。反對派政治化海難，

惹起眾怒，社會各界人士和廣大網民抨擊反對派政客拿

海難做反中政治文章，是「泯滅良知、極度冷血」、

「比人渣還人渣」。

又如，中聯辦主任彭清華今年2月初出席港島各界新

春團拜時主動表示：「最近，個別內地學者發表了一

些不當言論，我們對此深表遺憾。這些言論不僅引起

了許多香港市民的不滿，也受到了許多內地民眾的批

評。」彭清華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誰都明白指的是

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和他罵「香港人是狗」的歪論。

身為中央政府駐港最高代表，彭清華的話顯示中央對

香港與內地和諧相處、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高度重

視。彭清華為港人主持公道，在香港社會引起熱烈反

響，市民和輿論都大讚中央政府最公正、對港人最理

解，大讚中央政府最珍惜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深厚感

情。

公道自在人心，香港回歸以來，中聯辦忠實履行中央

政府賦予的職責，特別是在促進香港與內地在經濟、教

育、科學、文化、體育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就促進香

港的繁榮發展穩定向中央政府建言獻策，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此外，中聯

辦貫徹中央對香港涉台問題的原則和政策，與廣大港人

一道，積極支持特區政府發展對台關係，協助和推動兩

地各領域、各界別的交流與合作，以造福兩地民眾，促

進兩地關係和兩岸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中聯辦承辦中央交辦的其他事項

中聯辦在香港合法行使五項職權中，前四項職權是明

確具體的，第五項則具有較大彈性，由中央政府根據需

要指示中聯辦承辦有關工作。例如， 2010年中聯辦與民

主黨就2012年政改方

案進行溝通，就屬於

中央政府交辦的事

務。2010年5月24

日，民主黨正副主席

何俊仁和劉慧卿及核

心成員張文光，自民主黨創黨16年來，首次走入中聯

辦，與李剛副主任會晤2個多小時，雙方在坦誠氣氛下

各自闡述對香港政制發展的原則及立場。晤談翌日，民

主黨舉行記者會，其間有人質疑民主黨「邀請中央干預

香港事務」，何俊仁立即反駁：「你咁樣講，即係完全

唔接受基本法列明中央在香港行使主權 規定。」問及

是否應該進入中聯辦，何俊仁回答說：「我唔抗拒入中

聯辦，呢個係國家 地方。」對於公民黨和社民連攻擊

民主黨破壞「港人治港」的言論，劉慧卿反駁：「要溝

通，不到中聯辦溝通，難道掘個地窿去溝通嗎？」劉慧

卿當時還表示，今次通過政改只是民主的一小步，希望

日後有更多和平、理性的溝通。

中聯辦與民主黨就2012年政改方案進行溝通，是具有

重大意義的事件，《亞洲週刊》曾載文認為：「此次北

京當局、香港特區政府和民主黨就政改方案的拉鋸、談

判、討價還價，正是一次解決老問題、孕育新可能的政

治運作⋯⋯這一開啟北京當局與香港反對派良性互動的

政治決定，對未來兩岸開啟政治談判都有積極的示範作

用。」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具有一定價值，不能因為民

主黨後來在與中聯辦溝通的問題上出現反覆，就忽視了

這一事件的重大意義。

中聯辦在維護港人福祉，在「一國兩制」事業中所發

揮的重大作用，已經越來越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認同、

尊重和支持。

《基本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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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中聯辦是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構，具有崇高的憲制地位。

回歸15年來，港人深切感受到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代表機構，履行中央賦予的各項職責，為促

進香港繁榮穩定、推進「一國兩制」事業做了大量實事和好事，作出了重要貢獻。少數反對派

政客掀起「去中國化」鬧劇，企圖抹黑中聯辦，完全悖逆主流民意，不得人心。

中聯辦維護港人福祉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評分回復8月中水平

政改啟動有否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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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頻頻與各

政黨及政團討論有關政改方案的議

題，令人關注到特區政府是否已正

式啟動政改公開諮詢時間表。譚志

源昨日在出席一公開場合

時澄清，特區政府目前聚

焦在長者生活津貼等民生

和房屋議題上，故仍未討

論到2016年及2017年政制

發展啟動的時間表，「(現

在)離2016年及2017年還有

一段時間，我相信不需要

太過心急」。

被問及副局長人選時，

譚志源則表示，自己尚未

找到副局長的合適人選，坦言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處理敏感問題，不易

找到人選，但指申請人即使有政黨

背景，只要並非政黨管理層或活躍

分子，他都會考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
於10月17日至23日進行的民意調
查，指1,021名受訪者給予特首
梁振英的民望評分為49.1分，支
持率為37%，反對率47%，民望
淨值為負10個百分比，與10月4
日至10日進行的上次調查相若，
整體民望大致回到8月中的水
平。
在特區政府的整體滿意度方

面，有25%受訪者表示滿意，較
9月18日至27日進行的上次調查

微減1個百分比，不滿意者有
46%，下跌3個百分比，滿意率
淨值則為負21個百分比。
調查機構根據受訪者年齡組別

進一步分析稱，年紀越年輕者越
傾向不滿梁振英出任特首，其中
的18歲至29歲組別反對率為
58%，明顯高於30歲至49歲的
51%，及50歲或以上的37%。不
過，在特區政府表現方面，則以
30歲至49歲者較不滿，為52%，
18歲至29歲組別，及50歲或以上
者則分別為49%及3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
所昨日公布10月特區政府民望調查，發現特區政府民望各
項滿意度指標均有改善，特首和3位司長的民望評分亦止跌
微升。調查機構認為，調查結果反映了特區政府近期推動
的民生措施，如打擊水貨客、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等似乎能
令市民感到政府意欲有所作為，並收到一些作用，惟措施
引發的爭議抑制了民望的升幅。

打水客推「長津」加分
是次調查於10月22日至27日晚進行，共訪問了710位18歲

或以上的市民，結果發現，有19.2%受訪者滿意目前特區政
府的表現，較9月調查上升1.3個百分點；不滿意者有
35.1%，減少了1.3個百分點。
特首梁振英整體表現的平均評分為49.4分，較9月調查上

升了0.6分，是他自7月上任以來評分首次止跌，惟升幅輕
微，加上評分仍未達50分的合格水平，似仍未擺脫低谷。
與特首情況相似，3位司長的民望亦在經過數月的下跌後回
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平均評分為58分，與9月相近；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為54.3分，上升了0.3分；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為50.6分，上升1.2分。而新管治班子平均評分亦上升
1.9分至48.3分，惟仍處於不合格水平。
調查又顯示，有23.8%受訪者表示信任香港特區政府，較

9月上升了2.1個百分點，表示不信任者的則為28%，明顯減
少了4.2個百分點；有21.3%受訪者信任中央政府，較9月上
升了0.8個百分點；表示不信任的有35.1%，減少了2.1個百
分點。
調查機構分析指，特首和3位司長的民望評分都止跌微

升，而特區政府民望的各項滿意度指標及對特區政府的信
任度均有改善，反映市民正面回應了當局近期推出的多項
民生措施，但這些措施本身具爭議性，有部分市民甚至質
疑措施的成效，抑制了政府民望的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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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特區政府被指民望在低

位徘徊，原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

講座教授劉兆佳昨日在其新書發布會上指，新政府起初民望低

不等於將來也低，尤其今屆政府上任時間尚短，加上近月許多

突發事件令新班子疲於奔命，根本沒有機會認真看清應如何施

政，故現階段不應貿然下判斷，並建議新班子要以從容、平和

及鎮靜心態施政，切忌操之過急，並要凝聚基層、工商界及傳

統愛國人士，以強化支持施政的基礎。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15年，劉兆
佳於昨日舉行新書《回歸十

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
設》發布會，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譚志源，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
珠等齊齊捧場(見另稿)。在昨日發
布會上，劉兆佳即場分析了特區政
府成立15年以來的政治變遷。

扭轉形勢前路漫長
劉兆佳說，儘管要改變港人對政

府的觀感及增加信任是艱巨的過
程，但並非不可能，「不要想何時
能扭轉政局，這是一場漫長的戰
爭」，但強調特區政府過去及未來
面對的施政困難，關鍵並不在於反

對派的阻力，而是建制派未能凝聚
成一股力量，尤其是香港政治環境
不僅限於階級間的磨擦，還涉及對
中央及政制問題等的看法，加上建
制陣營內不同勢力恩怨及階級問題
愈趨嚴重，故一直未能整合為一股
管治勢力。
因此，他建議特區政府要注意過

往15年來「最核心的支持者」，即
基層群眾、工商界人士及傳統愛國
人士3類人，坦言該3類人雖在「階
級利益」上有別，要整合這股力量
不易，過往15年亦未見成功，但香
港未來仍要面對多場「大仗」，加
上中央政府的協調，不排除建制派
的團結性會提升，故特區政府來應

把握機會，把他們凝聚起來，以強
化特區政府施政的支持基礎，「只
有上層社會願意作出讓步，令基層
及中產生活更好，年輕人有所作
為，香港才能建立穩定社會及有能
力治港的政府」。

料中產可抵禦民粹
被問及民粹主義在香港似乎正逐

步升溫時，劉兆佳坦言，特首梁振
英在競選時打正「關注民生」的旗
號，但難題在於當局推出任何政
策，都遠遠不能滿足民粹訴求，故
磨擦無可避免，「政府越重視民

生，引發的要求越多」，但他有信
心倘情況持續，一直擔心香港會走
向「福利主義」的溫和中產人士會
逐漸發聲，抵禦這種趨勢，令特區
政府多了一群可合作對象。

珠姐促予時間解難
另外，譚惠珠昨日在同一場合亦

指出，相信在反對政策者中，有部
分確是為了理想，也有部分是為反
對而反對的，但強調今屆政府已經
很努力地為香港解決問題，但行政
立法關係仍在磨合，希望市民給予
政府時間來解決遺留下來問題。

佳叔新書發布
倡新班子從容平和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劉
兆佳昨日發布新書《回歸十五年
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
設》，論盡回歸後政局。佳叔在書
中回顧第一屆特區政府在施政屢
現爭議時，直言「(首任特首)董建
華與他的宰輔(前政務司司長)陳方
安生，無論在政治理念或做事作
風都有頗大差異，而陳方安生復
有覬覦特首之位，導致合作出現
困難」。
佳叔在書中又提到反對派歷年

來的全方位攻擊與阻撓，指他們
的戰略目標，集中在港人與中央
關係中製造矛盾、削弱新政權的
管治權威等，更不時借立法會及
法院展開對特區政府及建制派的
進攻，「『野貓式』鬥爭行動似乎
已走上難以逆轉的由盛轉衰的不
歸路」，但隨 港人對前途的憂慮
大幅減少，反對派已失去最厲害
的鬥爭及動員武器，並以公民黨
涉嫌多次「利用」低收入人士申
領法援啟動司法程序控告政府為
例，說：「當一個標榜理性溫和
政黨被視為偏激之徒，那個政黨
不可避免會走向衰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澳辦前副主
任陳佐洱早前在接受中央媒體訪問時，指「港獨」
勢力抬頭，引起香港社會廣泛討論。劉兆佳昨日
表示，他相信陳佐洱的言論並沒有特別含意，並
認為香港不會有人緬懷英國的殖民統治，即使
有，也不會獲得普遍港人的支持。
劉兆佳昨日在其新書出版會上被問及陳佐洱

批評「港獨」的言論時表示，陳佐洱視香港回
歸為其任內的光榮成就，故看到在香港回歸15
年時有人竟持「港英旗」表達不滿，「儘管知
道對方只是不滿現狀而作出對抗性的情感宣
示，並沒有實際意義，但在感情上也接受不
了」。
就《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早前指香港

法律界和法官對中央與特區關係欠缺認識，而剛
退休的特區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就此暗示
稱，自己「看到香港法治出現風暴烏雲」。劉兆
佳昨日認為，香港法官在理解《基本法》時與內
地的理解有所不同，這是《基本法》所容許的，
而梁愛詩的言論只是表達個人意見，雙方將各自
不同的觀點「擺出來」，反而有助法治的健康發
展，又強調香港回歸15年來，司法獨立從沒有出
現問題，而龐大的主流民意亦支持法官自行判

案。

珠姐：不明展示「港英旗」動機
港區人大代表譚惠珠昨日在同一場合被問及有

關問題時坦言，她不清楚部分手持「港英旗」的
示威者為何要選擇這種「搶眼球」的手法，也沒
有深究其中的意思，並強調梁愛詩發表的言論並
非甚麼新事物，相信對方並非針對任何人，背後
也沒有所謂的「中央旨意」，「我們身為基本法
委員出去講《基本法》，從來不用問中央（我們）
要講甚麼，也沒有需要」。

譚志源：會理順兩地溝通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在同一場合被

問及有關「港獨」的爭議時則表示，相信通過
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及推出政策措施，應可稍
為紓緩內地與香港間的緊張情緒，「在過去有
關『雙非』或『一簽多行』的事件，你亦可以
見到行政長官是有針對性地處理的」。身為負
責協調和統籌與內地合作關係的局長，他強
調會「對症下藥」，繼續關注香港本身的容量
問題、處理好雙方文化差異，及加強溝通工
作。

■譚志源指政改諮詢未啟動。 梁祖彝攝

■劉兆佳出書暢談回歸15年來的特區管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