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界鄉議局昨日舉行執委會例會，卻上演過百

名「爭取新界屋宇僭建物合法化關注大聯盟」村

民衝擊會場「大龍鳳」，示威村民批評主席劉皇

發未有盡力為村民爭取權益，爭取將村屋僭建合

法化，並要求鄉議局向政府提出取消僭建物申報

制度。其間，村民與在場工作人員互相推撞，場面

混亂，有村民更指罵劉皇發，大叫要他「下台」，發

叔就強調，自己問心無愧，鄉議局為僭建問題四處

奔走，認為村民只是被人鼓動，才做出過激行為，

呼籲村民於12月底前申報僭建物，又直言「僭建就

是違例」，希望可透過行政手法解決問題。

香港島各界聯會理
事長蔡毅，上世紀80
年代帶 3,000元身家
來港與家人團聚，白
手興家創一番事業，
過去20多年不忘抽空
做社團、社區服務，

也善用自身在香港、內地
營商的經驗，協助在內地
營商的香港人及有意進軍
內地巿場的專業人士。一
向作風低調的他表示，自
己的一點小成就有賴香港
社會給他機會，希望用社
會服務回饋香港，亦有意
參選即將舉行的港區全國
人大選舉。蔡毅認為，目
前內地與香港關係最需要
增加互信，呼籲港人要多
了解內地，同時呼籲內地
同胞理解香港人的誤解，
「很多香港人只是看到電
視、報紙報道，不知道事

情真相是怎樣」。

身兼數公職服務社會
上世紀80年代，經家庭團聚來港定居，

蔡毅當時只有3,000元身家，在船公司和
製衣公司打了2年工後便自己創業，初時
在街上碰到一位在船公司工作時認識的朋
友，提到自己最近資金緊張，並因素來的
重信及堅毅得到朋友的信任襄助。蔡毅生
意逐漸上軌道後，上世紀90年代開始參與
社區、慈善服務，現任及曾任公職包括香
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香港島各界社會
服務基金會董事會主席、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副主席等。憑 在內地和香港經商的多
年經驗，他擔任過《企業權益》雜誌的義
務編委，為內地經商的港人提供協助，近
年則創立了香港島專業人士聯會，協助香
港專業人士開拓內地巿場。
身兼多項公職，自然少了時間賺錢，在

不少人眼中是得不償失，但蔡毅說：「社
區工作也是另一種滿足，都很開心。」他
更說：「我現在這點小小的成績，其實是
因為香港社會給我有機會。」

參選人代為港人發聲
蔡毅承認有意參選第十二屆全國人大港

區代表選舉，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很多會員
都推薦鼓勵他參選，亦得到身邊很多朋友
支持，他也覺得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有189
個團體會員、13萬會員，涵蓋基層巿民、
商人、專業人士，對他掌握香港社會民情
有很大幫助，他應該站在更高平台為社會
上有需要的人發聲，故此決定參選：「我
有20年至30年在香港和內地的經驗，我覺
得我如果可以當選人大，可以在更高平台
上為香港巿民做事，為大陸制定香港政策
時提多點建議。」
蔡毅從事社團、地區服務工作20多年，

向來作風低調，是默默耕耘的實幹派，可
謂與政治沾不上邊，今次決定參選人大意
味半隻腳踏進政圈。蔡毅說，明白經濟民
生和政治分不開，已做好心理準備去涉及
和介入政治事件，但強調往後依然會以
「如何樣為香港巿民、香港社會好去做事」
的角度出發，不會因涉及政治而改變，又
指自己是無黨派人士，可以站在一個不受
政黨約束的角度去觀察社會，在適當時候
為有需要的人挺身發聲。他承認有些選委
對他認識較少，但深信理性的選委最看重
候選人過去社會工作的成績，判斷候選人
是否真正為社會做事。

籲市民多了解內地
人大代表要做到下情上達，向中央反映

民情。被問到如何加強內地與香港關係，
蔡毅指首要加強雙方互信。不少港人在投
資生意撞板收場，焦頭爛額但求助無門，
這些經驗近期被人炒作成內地與香港矛盾
的一個口實，蔡毅表示撞板不會單是其中
一方的問題，認為內地和香港的政治制
度、法律制度都不同，內地人和港人的做
事方式也不一樣，建議港人「不要大驚小
怪，最緊要去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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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本宗旨具有正本清源的意義

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實行的各項

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這一論述之所以具有

正本清源的意義，首先在於其建基於《基本法》。《基本

法》序言明確指出，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是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由此可以看到，「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概念，

「一國」是前提，沒有「一國」，「兩制」就失去了基礎，

只有保證這一前提和基礎，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十八大報告的這個提法讓港人更加清晰地認識到：第

一，「一國」與「兩制」的關係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是先

與後、源與流的關係。只講「兩制」，不講「一國」，只

顧香港本位，不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第二，

香港與國家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只有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才能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二、處理「一國」與「兩制」關係的三項原則

十八大報告對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作了深刻闡述，特別提出要處理

好三對基本關係：一是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的

關係，二是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

係，三是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

爭力的關係。

「一國兩制」是一個完整概念，「一國」就是要維護

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兩制」就是要保障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同樣，香港背靠祖國，得

到祖國的鼎力支持是最大的優勢，但發揮和利用好這一

優勢，還得靠香港自身的積極努力。新加坡資政李光耀

多次對香港的優越地緣位置，背靠中國大陸，分享中國

經濟發展成果的先機，羨慕不已。新加坡並無香港背靠

中國大陸的天時、地利、人和，但是他們在中國經濟發

展大潮分一杯羹的努力始終如一，新加坡的積極進取精

神，值得香港學習。

三、中央對香港總體要求的四句箴言

2008年3月6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習近平等領導人的

陪同下，會見出席兩會的港澳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時，提出了「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

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的四句箴言。這是

中央對香港的殷切期望和總體要求。去年11月，習近平在

北京會見香港訪京團體時，再次強調了中央對香港總體要

求的四句箴言，指出香港腳踏實地做好工作，就一定能克

服當前困難和挑戰，迎來更大發展和更加美好的未來。

十八大報告再次表達對香港總體要求，並要求促進香

港同胞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結，貼近現實，有很強

的針對性，既說出了廣大香港市民的心聲，也彰顯了中

央對香港始終如一的關懷和牽掛。

四、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與機制

十八大報告強調，中央政府將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

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這一新提法，是

回歸15年來貫徹基本

法寶貴經驗的結晶。

基本法是依法治港的

法律基石，香港回歸

15年來，總體上保持

繁榮穩定，最根本的是得到基本法的保障。

也要看到，基本法的全面實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隨

香港經濟社會的發展，基本法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遇

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本 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

精神，進一步加強對基本法的研究，完善與基本法實施

相關的制度與機制，及時解決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問

題，不斷豐富基本法的實踐，把基本法貫徹好實施好。

五、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十八大報告表示堅信，香港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

力、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也一定能在

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

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是中央一貫信任和支持港人的

嶄新表述。鄧小平1984年在北京會見香港人士時，就表

示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十八大報告這一

嶄新表述有一個大前提，即「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人也是中國人。

十八大報告從民族復興的戰略高度出發，希望港人把

香港的繁榮穩定同祖國的繁榮昌盛結合起來，希望港人

把自己的身份認同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結合起來。外

國政治家普遍認為21世紀將成為中國的世紀。港人同全

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是香港人

心回歸融入民族復興洪流的歷史必然。

十八大報告系統、深入地總結了回歸以來「一

國兩制」的實踐，極大地豐富了「一國兩制」的

理論，擇其要者有五點：一是提出中央對港方針

政策的根本宗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二是提出

處理「一國」與「兩制」關係的三項原則：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

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三是總結了中

央領導實踐「一國兩制」的總體要求：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

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四是提出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五是提出香港同胞

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這些論述內涵豐富深刻，有很多新判斷新思

考新概括，值得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重視，並根據這些論述進一步推進「一國兩制」實

踐，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並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

十八大報告關於「一國兩制」理論新發展的五大要點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村民促放生僭建
發叔籲快申報

過百人衝擊鄉局謾罵
來自屯門、屏山、八鄉及新田等村過百名

情緒激動的村民，衝入鄉議局會議廳內，佔
據了整個會議廳，由於他們不斷指罵坐在主
席台上的劉皇發，令執委會會議要延遲35分
鐘。混亂期間，有村民批評劉皇發是「無能
主席」，更令到他們「無飯食」。對於混亂場
面，大聯盟發言人何君堯就指，村民是對事
不對人，只是表達訴求，目前申報計劃違反
「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申報制度是「死
路一條」，促請政府取消申報制度。
屏山鄉委會主席曾樹和批評，突然要清拆

僭建多年的村屋是製造混亂，建議政府修改
《建築物條例》，擴大適用範圍，令業主能夠
申請將僭建物合法化。
被村民正面「挑機」，發叔氣定神閒，直

言：「發聲是正常的，言論自由嘛！」至於
示威是否針對他個人，他又會否幫村民爭取
訴求，發叔就說：「按照規矩做。」及後，

發叔就於會上詳列出鄉議局與政府當局就僭
建問題進行了20多次會議，認為村民可能對
自己的認識不深，所以才針對他。

發叔反批好人當賊扮
他更說：「劉皇發俾人睇小，咪你俾人睇

小，我醜你都醜，睇問題不能睇近，要睇遠
些，你鬧我唔到的，最後自己受了」，「有
意見就出來講，唔好只在村門口講，有能力
就衝出來，找對象要找 ，我在屯門，有事
隨時找我，我唔怕，我無做錯 ！要入一個
人罪，之前都要想清楚，好人當賊扮，你話
我搞到你無飯食！無我劉皇發就真係無飯
食，一年兩萬元免差餉，係我爭取，《基本
法》40條維護原居民權利，係我劉皇發寫落
去！住響山旮旯度，未見過大風浪，我住在
海邊，見慣大風浪⋯⋯」
說到申報僭建，發叔坦言，僭建就是違

例，應該按照政府的方向順勢爭取，希望可
以透過行政方法「求 拖 」方式解決，若

最後拿上法庭的話，最後就會「無彎轉」：
「硬拚已經不合現今時代，20年前可以硬
拚，今時今日已經不行，爭取需審時度
勢。」他表示，會冷靜處理僭建問題，不會
受村民激進行為影響，希望村民不要揣測及
挑撥，以免最終連累自己，更連累過百萬的
新界原居民。
他又重申「事緩則圓，以靜制動」，稱已

爭取將村屋僭建申報延期至年底，目前已有
一萬宗申請，村民不登記需要自負責任，希
望他們冷靜處理，一切要按規矩做。　

反對土地納郊野公園
另外，鄉議局昨日通過反對漁農署計劃把

大浪西灣、金山及圓墩的郊野公園「不包括
土地」納入郊野公園範圍內，認為一旦被納
入後，村民欲要在該地區興建丁屋的機會將
會微乎其微，此舉完全是剝削原居民應有的
權益。同時通過召開一次特別會議，專程討
論有關議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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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香港服務多年的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蔡毅，雖然首次披甲出戰
港區人大選舉，但他過往推動兩地經
貿及文化發展的經驗豐富，腦海中還
有不少提升兩地合作的新點子。他在
今次參選人大的政綱中提出四大重點
工作，除了承諾監察落實「一國兩

制」，堅持政治改革和可持續發展，關注
兩地問題，維護民權打擊貪腐外，促進兩
地互動發展經濟，以及加強兩地交流消除
矛盾，同樣是他的主打議題。

政府主導 民間參與
商界出身的蔡毅多年來積極跟進CEPA

實施，他認為，在CEPA大框架下，必須
推動內地善用香港的專業服務，同時要致
力改善港企在內地投資的環境。他亦支持

特區政府應盡快落實設立金融發展局，由
熟悉內地及香港制度的人士加入，提出更
多到位及可行的政策方案，「由政府主導
再配合民間參與，不單能打通雙方關係，
更重要是提出的構思既能滿足港人要求，
又適合於內地的法制」。並建議政府考慮
牽頭在內地發展推銷香港企業的購物城或
「香港城」，再以較便宜的租金租給港商，
為港人拓展商機。
蔡毅同時認為，內地與香港制度有別，

雙方必須互相理解體諒，而他多年來熱心
推動兩地較高水平的文化藝術交流，包括
畫展、交響樂、歌舞、南音等十來次，其
中與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合作到歐洲的比賽
獲得四個第一獎項，為香港文化藝術界爭
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選戰還未
開鑼，坊問流傳一張40人參選名
單，工商專業聯會主席、前廠商會
會長黃友嘉也在名單之內。黃友嘉
被問到名單是否確實時表示，沒聽
過也沒看過那張名單，更加不知道
自己是否在名單之內。但黃友嘉坦

言，自己有意參加今屆港區人大選舉，
並承認近期正在「做工夫」，得到很多
身邊朋友支持。
很多朋友支持是否意味會高票當選

呢？黃友嘉立即耍手擰頭說，選委有
1,600人之多，目前只聯絡了很小部分，
很難說自己得到多少支持。他續說，有
與熟悉兼且同樣有意參選的朋友交流選
舉訊息，互相支持，更互補長短，各自
在向熟悉的界別選委拜票時，不忘向選

委推介對方，但
目前未有打算組
織「聯票」。
對於有說法指

黃友嘉形象開
明、在建制派中
政治立場較中
立，或能得到反
對派選委的支
持。黃友嘉表
示，選舉切忌以
為自己擁有某一
項條件便必定有
優勢：「可能他們想選一個立場激進的
人，日後可以有個攻擊對象去鬧爆呢！
你怎可能知道別人的想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
一屆港區人大選舉即將舉行，觀塘區
議會主席陳振彬及飛達帽業副主席顏
寶鈴昨日到訪新界鄉議局拜票，兩人
均表示希望能夠持續服務市民。
陳振彬表示，重臨鄉議局恍如回家

般相當舒服，當年服務博愛醫院時，
與一眾鄉議局委員相當熟悉。他接過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高寶齡的棒，當上
會長，並將會參加新一屆港區人大選
舉，以更積極參選社會服務。顏寶鈴
則指出，自己於上世紀80年代來港，
白手興家，在屯門仁愛醫院服務14年
間，進一步了解社區，希望透過參選
港區人代，把香港民間慈善團體的運
作制度及經驗帶入國家。她又指，自
己從事工業多年，近年內地的經營環
境愈來愈困難，很多在廣東省的港商
面對升級轉型等不明朗因素，期望可
以透過港區人代身份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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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毅期望在更高平台上

反映港人意見建議。

彭子文 攝

■請願居民向劉皇發(左一)遞交請願信。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攝

■黃友嘉承認近期正

為參選「做工夫」。

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