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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會通過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

善國家安全政策和國家安全戰略制度和機

制建設，確保國家綜合安全。外交部發言

人昨天答記者問時指出：「毫無疑問，中

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恐怖分子緊張

了，分裂分子緊張了，極端分子緊張了。

總之，那些企圖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

的勢力緊張了。」事實上，外部反華勢力

緊張，恰恰說明的確存在威脅和破壞中國

國家安全的勢力，說明中國設立國家安全

委員會做對了。香港有人說要有心理準備

受到「國安委」的打壓，這其實是對號入

座。如果不威脅和破壞國家安全，又何必

緊張和擔心受到打壓呢？

在當前國際國內局勢非常複雜的情況

下，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完全必要的

和及時的。中國近年來面臨 很大的安全挑

戰，包括來自於周邊國家如日本等國的挑

戰，來自國際恐怖主義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

挑戰；在國內要對付「三股勢力」的猖獗活

動，要維護社會治安，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

全，以及為新的一輪改革保駕護航。建立國

家安全委員會是一項捍衛國家安全，保護民

眾、維護新一輪改革的重大舉措。　　

美國於1947年就成立了美國國家安全委

員會，俄羅斯也有聯邦安全委員會，日本

剛剛效仿成立了國家安全保障局，許多西

方國家都有安全委員會，這已經成為了國

際潮流。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既與

國際接軌，也是時代的需要。

在香港，有反對派喉舌對設立國家安全

委員會感到緊張，聲稱「中共成立國安會

大鑊（大禍）了」。這種緊張與反對派竭力

反對按照基本法第23條要求為國家安全立

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西方反華勢力一

直企圖將香港變為顛覆中國政府、對中國

進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和基地，而香

港某些反對派勢力與之密切配合，在香港

掀起一波又一波反中亂港的政治風波。隨

特首普選臨近，西方反華勢力和反對派

加緊了搶奪香港管治權、將香港變為獨立

政治實體的行動，有反對派勢力勾結西方

反華勢力和「台獨」勢力策動「佔中」。這

些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香港有人對設

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表示緊張，說明他們就

是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勢力，這對

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後的工作有重要參考

意義。

在昨天的立法會大會上，公民黨陳家洛要求當局交

代會否規定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必須先宣誓擁

護中國憲法，質疑有關要求違反國際公約，有篩選效

果。工黨何秀蘭指，中國憲法部分條文不符合「一國

兩制」，若規定候選人全部擁護，是破壞制度。身兼

行會成員的新民黨葉劉淑儀就指，基本法是建基於中

國憲法，原則上支持基本法等於支持憲法，作為中國

特區的首長，無理由不支持憲法。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譚志源表示，基本法表明行政長官需向中央及特

區負責，因此不論是否有法律規定，行政長官擁護中

國憲法是理所當然、應有之義，符合憲制秩序及政治

倫理。

葉劉和譚志源說得非常正確！實際上，中國憲法是

母法，香港基本法是子法。不僅特首要遵守憲法，所

有港人也須遵守中國憲法！中國憲法作為主權之表

述，總體適用於香港。社會主義制度的憲法條文雖然

不實施於香港，但港人卻負有在港不得從事推翻中國

社會主義制度的義務。這些道理，必須成為香港社會

的法治意識。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序言明

確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

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全國人大關於基本法的決

定也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是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制定的，是符合

憲法的。」因此，憲法是基本法的「母法」，基本法

是憲法的「子法」，豈有「子法」凌駕於「母法」之

上的！豈有兒子隨便不認母親的！

什麼是憲法？憲法是國家主權的表述，憲法是適用

於整個主權領域的根本大法，香港是中國主權領域的

一個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有什麼理由不遵守

作為主權表述的憲法？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導

意見是：中國憲法總體上適用於香港，香港學者陳弘

毅對此也深表認同。陳家洛、何秀蘭這些對基本法一

竅不通的反對派，公然挑戰憲法在香港的權威，實在

玷污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的名聲！尤

其是陳家洛，一邊宣誓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一邊在媒體上撰文把中華人民共和國

稱之為「共產政權」，極其缺乏政治倫理道德！

中國憲法中的社會主義制度條文雖然不在香港實

施，但不等於港人可以不遵守。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

立法原意清楚表明，社會主義制度的條文雖然在香港

不實施，但港人卻負有在香港不得從事推翻中央政府

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義務，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不

能把香港變成推翻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基

地，如果有那樣的行動，特區政府和中央就非干預不

可。 (相關新聞刊A23版)

不破壞國家安全何必緊張？ 豈止特首 港人也須遵守中國憲法

外媒：須克服深層次阻力
公報言辭看似平淡 或是大膽行動前奏

《華爾街日報》說，「決定性」的新措辭
說明中國決策層有意加快改革，放鬆

對國家自然資源的嚴格控制，因為這種控制已
經使經濟出現嚴重扭曲。三中公報還指出，健
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並實行資源有償使
用制度，並劃定生態保護紅線。「這說明政府
相信到一定階段保護環境要比開採自然資源更
加重要。」

表明中國政府改革決心
《金融時報》引述分析人士指出，中共中央

將成立一個引領改革的領導小組。這個小組很
可能將由習近平或李克強掛帥，級別在各部委
之上，這樣就可以制定和協調各項政策。「李
克強之前指出，改革進程已『進入深水區』，暗
指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對更廣泛改革構成了阻
力。」而公報稱市場將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
性作用」，「這一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決心推進
困難重重的改革。此前，市場被稱為起『基礎
性作用』。」
報道並稱，多年來，中國一直承諾要擴大農

民對土地的控制權、擴大城市的財政權、給私
人投資者更廣闊的空間。「公報提到了中國土
地二元所有制引發的問題。在現行制度下，打
算遷移到城市、甚至已在城市定居的農民，無
法出售自己在家鄉的土地，因此也就無法將售
地收入用於在城市開始的新生活。」

調整政策鞏固黨內權力控制
報道也指出，公報上沒有提及的東西也不

少。「雖然外界關注的焦點是習近平的金融改

革議程，但銀行、利率和匯率這三個對中國金
融發展最關鍵的領域，此次三中全會均沒有提
及。」
而《紐約時報》分析說，三中全會決定新設深

化改革領導小組，此舉表明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有
意繞過黨內的官僚主義，克服深層次經濟改革面
對的阻力。「60歲的習近平打破中國領導人執政
初期幾年政治上必將謹小慎微的定律，相反迅速
採取行動，調整政策，鞏固對黨內各種權力的控
制，包括安全機構、經濟政策制定權等。」

國台辦：對兩岸關係影響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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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驗可供內地借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道）東莞外商協會常務副
會長黃日榮受訪時稱，三中全會公報中明確提出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港商增加了投資的信心，港商可以
明顯感覺到貿易自由的步伐越來越近，政府鼓勵民間投資，
有這樣的改革紅利非常之好。企業在投資新項目和研發新產
品時就會少些顧慮，可以直接根據對市場的判斷來做決定。
對企業來說，更多貼近市場和消費者才能夠有競爭力。
東莞外商協會道滘分會長王亞明告訴記者，原來東莞的營

商環境雖然在內地算是比較開放，與香港相比還是有很大差
距。大部分港商習慣香港營商環境，習慣更公正的執法，對
內地地方政府靠人情辦事的一些做法並不適應。項目審批時
間長、融資難等問題始終存在，內地司法體制改革與法治逐
步健全後，將為港商創造更公平、平等的營商環境。改革方
向雖然已經確定，但是對於將來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的公正性
的問題，港商還是有一定的擔憂。

土地貨源增 冀分一杯羹

全會公報提出將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動城鄉要素平
等交換，引發多方對土地流轉新政的猜測。記者昨天採訪東
莞港商時，所有港商無一例外期望在內地土地制度改革中分
一杯羹。如果土地流轉出台新政，不僅將給投資內地房地產
的港商帶來更多契機，而且將有大量外資進入房地產領域。
黃日榮稱，目前內地房地產市場火爆，許多港商都希望能

夠在內地買地，無奈現在貨源不多，幾乎沒有機會，目前農
民宅基地和農村集體土地無法買賣，如果放開土地流轉將大
大增加港商在內地投資機會。投資東莞房地產已近20年的莊
士中國董事長黃世釗說，如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農民自有
土地可以入市，就可打破政府對土地的壟斷，外資房地產企
業可以施展的空間就更大。明美電子董事長梁昌明受訪時亦
表示，如果內地土地貨源增加，非房地產行業的資金也一定
會大量進入房地產市場。
黃日榮同時強調：「我們也在擔憂，土地制度改革到底能

開放到什麼程度，外商是否能夠參與土地買賣，目前還不知
道。我們也都猜測，真正落實的時候，也許是只有東莞戶口
的人才可以買。我們希望政策能夠更加開放，讓港商有機會
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

國台辦昨日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針對三
中全會對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意義，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全會作出了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全面
深化改革作出了系統部署，涵蓋經濟、政
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領域，意
義重大，影響深遠。我們相信，大陸全面
深化改革不斷推進，各項事業加快發展，
必將對兩岸關係產生重要和深刻的積極影
響。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將認真貫

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在新的形勢下更加積極有為地推動各項對台
工作取得新進展、新成就，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為台創造經濟發展機會
另一方面，昨日出版的台灣主要報紙均對三中全會作了大篇幅的報道，

積極評價會議的深遠影響。
《聯合報》頭版頭條報道了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要內容，並以圖表

方式梳理了會議提出的改革重點，還在「焦點」版用整版篇幅進行了全面
介紹和解讀。該報認為，《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
定》是中共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後「首次提出的政策目標和改革路線
圖」，「對大陸今後的政局走向、經濟發展、區域平衡，甚至兩岸關係都
有深遠影響」。
《中國時報》也在第四版用整版篇幅推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方

案特別報道」。《工商時報》題為《密切掌握大陸「深化經濟改革」的契
機》社論指出，大陸經濟改革進入深水區，我們看到大陸領導人以強大的
決心，不斷為改革創造條件，不斷進行結構性的革新。台灣與大陸的經濟
互動密切，早已唇齒相依，對於三中全會推出的各種改革，台灣絕對不能
只作壁上觀，更應該積極參與，為台灣下一階段的經濟發展創造機會。

據新華社13日電 對於三中全會公報將全面深

化改革，香港各界人士普遍認為，可為香港帶

來更多機遇，而內地亦可以借鑒香港的成功經

驗。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經濟研究處主管

謝國樑表示，公報中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

市場的關係，這說明下一步經濟發展

要分清政府、市場和企業的功能。

「在這方面，香港做得很成功，值得內

地研究和借鑒。」

「在內地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中，香

港可以繼續發揮作用」，謝國樑說，內

地今後要實現社會、經濟方面決策的

制度化、程序化和規範化，香港作為

相對成熟的社會，也有值得借鑒之

處。

國家開放 香港機遇更多

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劉佩瓊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主題宏大、內容豐富，

闡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和未來方向，描

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願景、新目

標，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具有深遠影響。而對於

香港這個完全開放的自由市場來說，加快改革

開放的內地對香港意味 更多更好的機遇。

劉佩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個領域某

個方面的單項改革，而是關係國家發展全局的

重大戰略部署。中國是個大國，國家大、國情

複雜，改革進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到別

的環節，因此推進改革時，需要相應的配套和

調整。中央了解改革的必要性和困難性，因此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

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是非

常必要和有效的。

市場主導成未來改革方向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研究主任李濤表示，

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加強改革的頂層

設計，無疑有助於衝破利益集團的阻撓和部門

利益的制約，推動改革的深入。在十八大報告

以及過去的官方文件中，對市場作用的表述一

直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

此次改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

用」。從「基礎性」到「決定性」，顯示市場主導

將是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方向，政府則作為

市場經濟的維護者發揮輔助作用。

香港文匯報

訊（綜合報道）美英媒體關注中共三中

全會公報的經濟改革舉措。美國《華爾

街日報》指出，中共確認允許市場在資

源配置中起更具「決定性」的作用。

《紐約時報》稱，三中決定設立深化改革

領導小組，表明習近平要克服深層次經

濟改革面對的阻力。而英國《金融時報》

則認為，中共高層釋放出的那些看似平

淡的言辭，可能成為大膽行動的前奏，

最終觸發影響深遠的改革。

■北京市民在一個閱報欄前關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報

道。 中新社

■范麗青 中新社

■公報提到土地二元所有制引發的問題，關注到農民對土地的控制權。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