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政府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指出，會嚴格依照基

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時任國務

院港澳辦副主任的張曉明其後在十八大解讀文章中，說明了

為了香港、澳門的長治久安，把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

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

範化軌道運行，其中舉出3個要「落實好」的工作，就包括

了要進一步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況、

重大事項的制度，把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

2012年11月8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中共第十八

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其中《豐富「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

祖國統一》的章節中，指出：

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機制

「香港、澳門回歸以來，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

同發展的寬廣道路，『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

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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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必須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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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結合起來，

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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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

施政，帶領香港、澳門各界人士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

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深化

內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係，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促進香

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

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維護權威各規定落到實處

2012年11月21日，《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正式面市，參

與報告起草、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豐富「一

國兩制」實踐》的解讀文章中指出：「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總

結以往豐富實踐經驗基礎上，提出了對港澳工作的總體要

求。這些要求既是中央政府對港澳方針政策的明確宣示，也

為今後進一步做好港澳工作指明了方向。」

他在文中強調，基本法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具體

化。全面正確地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持依法治港、

依法治澳，關鍵是要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維護基本法的權

威，把基本法的各項規定落到實處。所以，黨的十八大報告把

「嚴格依照基本法辦事」作為對港澳工作的一條總要求。

中央特區關係切實法制化規範化

文章中，張曉明特別提到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一國兩制』實踐不斷發展，基本法實施過

程中不斷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客觀上要求完善有關制

度和機制。特別是要 眼於香港、澳門的長治久安，把基本

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比如，要進一步完善

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況、重大事項的制

度，把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完善與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任命相關的制度，把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

實好﹔完善對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

度，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

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等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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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日指出，香港政

制發展的大框架已經很清楚，就是按照基本法

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來處理，而習主席提出

要「務實討論」，就是指「不要被自己抱 的

想法左右，互相尊重才能達至共識」，並強調

基本法規定特首候選人要經提名委員會提名，

「公民提名」遠離基本法規定。實際上，按基

本法討論政改，就不應浪費時間討論遠離基本

法的「公民提名」。香港普選只有依法辦事才

能成功，而這個「法」就是基本法及人大決

定。如果反對派硬要離開普選的法律規範另搞

一套「公民提名」之類的違法方案，只會將普

選的討論引向歪路。中央希望香港各界依法務

實討論落實普選，就是希望普選討論回到正

軌，為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打下基礎。

在目前的政改諮詢討論中，有政黨和人士提

出的一些觀點和方案，在法律上都是站不住腳

的，例如「公民提名」、政黨提名、混合提

名、雙軌制、三軌制，以及在提名委員會前加

入前置程序等。這些觀點和方案，無論怎樣包

裝和辯解，都是企圖繞開、架空和代替提名委

員會，都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王光亞

指出基本法規定特首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提

名，而「公民提名」遠離基本法的規定。中聯

辦主任張曉明9月13日在給公民黨黨魁梁家傑

的回覆中明確指出，「『公民提名』漠視基本

法明文規定，誠不攻自破之說」。王光亞和張

曉明都點出了「公民提名」的要害是違反基本

法。

目前，本港社會對政改的分歧，歸根結底是

要不要依法討論普選的問題。反對派企圖令普

選「走彎路」，主要體現在企圖以「公民提名」

架空和代替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基本法明確

規定，行政長官候選人由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並無其他選項。反對派卻堅持要搞所

謂「公民提名」，顯然是不依法辦事。

王光亞還談到行政長官述職規範化的問

題。行政長官述職規範化，體現了十八大報

告中「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的要求。實際上，特首述職規範化，既可讓

中央清楚了解特區施政中的成績和不足，在

落實基本法上有哪些進展及存在哪些問題，

還能讓中央把握香港特區政府新一年的工作

計劃。這不僅能夠促進特首施政恪勤匪懈，

而且可以加強支持香港的針對性，有利於香

港的發展。

美國聯儲局宣布將從明年開始削減每月資產購

買規模，啟動退市程序。美聯儲退市已經引發全

球資本市場波動，必將對新興市場造成衝擊。香

港作為自由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目前受熱錢推

動資產泡沫膨脹，更需密切關注美聯儲退市的影

響，加強金融風險防範，積極保持實體經濟健康

發展，盡量將退市可能對本港經濟帶來的震盪降

至最低。

美聯儲推出的超低利率和量寬政策都是非常措

施，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近一年來，有關退市

的聲音此起彼落。如今「狼來了」遊戲終於塵埃

落定。美聯儲宣佈從明年1月開始將月度資產購

買規模削減100億美元，同時加強對超低利率政

策的前瞻性指引，邁出了退出量寬的第一步。美

國退市的影響可兩面看，一方面，因為量寬政策

作用下，全球熱錢氾濫逐利，新興市場面對的通

脹壓力和資產泡沫風險會升高，美國現在有序地

開始減少買債，對新興市場長遠而言是好事；但

另一方面，如果美國經濟復甦保持增長勢頭，美

聯儲明年將持續削減購債規模，這可能導致全球

熱錢大舉回流美國，未來新興市場會否爆發新一

輪金融動盪，引起全球市場密切關注。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資金來去自由，美國退

市可能引發的負面衝擊不可小覷。美國正式啟動

退市，外界憂慮或會導致大量資金流出香港，提

高本港的融資成本。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表

示，本港將不排除在美國之前加息，提醒投資者

要做好利率風險管理。雖然，本港金融系統目前

處於穩健狀態，但仍要未雨綢繆，加強金融體系

及樓市的風險防範。因應過去幾次的金融危機，

每每資本市場大幅波動，本港股市容易被國際金

融大鱷舞高弄低，成為暴取牟利的「提款機」，

政府需做好資本管控，加強金融市場監管，防止

有人借退市在港股市場興風作浪。同時，本港樓

市在熱錢炒作下屢創新高，退市效應下考驗即將

來臨，政府更要因應退市及時調整樓市政策，以

免樓市急速下滑造成恐慌。

美聯儲退市是基於美國就業好轉、經濟回暖的

基礎，反映美國實體經濟正在穩步復甦，昨日美

股向好是對退市正面反應，顯示股市上升有實體

經濟支持。可見，熱錢炒作的效應難以持久，實

體經濟增長才是整體經濟穩健的重要保障。因

此，未來香港要更注重加強與內地及周邊地區的

經濟合作，加快多元化產業發展，增強經濟的抗

逆力。

(相關新聞刊A6、A8版)

糾纏「公提」只會令普選討論走歪路 未雨綢繆應對美國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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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記者鄭治祖

十八大早論及 張曉明曾撰文解讀

特

王光亞：述職規範化落實基本法
匯報成績報告不足談新計劃 梁振英：制度及普遍做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日與香港特首梁振英會面。王光亞在會

面後接受傳媒訪問時首次具體談到特首述職規範化的問題。他說，港澳特首述職應於每年12月19日前

完成，方便澳門特首回澳門主持澳門回歸紀念日的活動，而述職內容亦明確要求不單匯報成績，也要

求特首報告不足之處及新一年計劃，及如何落實基本法。梁振英其後在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規範化

是制度的做法，相信中央對其他省市都會有同樣的要求。

梁振英昨日上午與財經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商務及
經濟局局長蘇錦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抵達

港澳辦，並舉行了歷時2個小時的會面，主要就內地與香
港今明兩年的經濟、民生、政治，及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工
作期許作深入交流，會面至12時結束，雙方未有共晉午
餐。
王光亞昨日在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首次具體談到將來

行政長官述職規範化的問題。他說，香港與澳門在過去1
年來都做了很多工作，並要到北京向中央匯報，將來有需
要進一步明確匯報的內容：過去比較多說成績，現在也會
要求他們轉達不足及新一年的新計劃，也要匯報在貫徹落
實基本法方面的進展及存在問題，「如果這樣的述職內容
確認，兩個報告要針對貫切落實基本法方面，基本法是港
澳的基本法律，所以要報告落實基本法取得哪些進展，遇
到哪些問題」。

訂每年12月19日前完成

王光亞表示，特首未來述職的時間也會有規範，主要是
配合澳門回歸慶祝活動，故將來港澳特首述職會在每年的
12月19日前完成。
被問及多名問責局長「突然」赴京與述職的梁振英會

合，王光亞指出，特首每年述職都會就進一步深化兩地合
作提出想法，也會談到希望中央支持的事情。在是次會面
中，他們主要談到內地與香港服務貿易便利化問題，包括
廣東開發南沙的想法，當然也談到內地與香港的金融合
作，進一步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故專程邀請陳家
強到場。

局長陪赴京利政策交流

他續說，過去也曾有局長陪同特首赴京的先例，特別是
在與中央各部委會面時，討論中涉及很多技術性的問題，
包括服務貿易便利化、金融合作，如何進一步提升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廣東開發南沙等方面，都需要香港問
責局長的參與，既有助中央了解香港實際情況，也有利於
特區政府官員尋求中央政策支持。
王光亞指出，中央與問責官員對話，能讓中央多了解香

港實際情況，行政長官也歡迎與問責官員一起上京，因為
行政長官需要一個團隊，團隊也需要支持，而行政長官需
要與團隊成員多溝通。

梁：其他省市做法一樣

梁振英昨日下午在總結訪京行程時指出，他一直詳盡、
全面、客觀、如實向中央報告香港的情況，包括在述職前
向中央提交書面報告；來到北京後如實向國家領導人當面
報告，相信港澳辦及國家領導人都對香港情況十分清楚，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亦充分肯定了他本人及特區政府的施
政。而述職規範化的要求，是制度上的做法，並非針對某
件事或某個地方政府的要求，是制度性及普遍性的做法，
相信中央對其他省市都會有同樣的要求。
被問及特首述職規範化，會要求特首匯報如何落實基本

法，會否涉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等問題時，梁振英指
出，基本法共有一百六十條條文，特區政府會加大力度，
做好落實、推廣的工作，但本屆政府未有計劃就基本法第
二十三條立法。
就王光亞提到行政長官需要與團隊成員多溝通，梁振英

則表示，與局長的溝通是頻密及多種方式，無論早禱會、
統籌會，與司局級官員、常秘和高級公務員同事就某些議
題開會，而在周末、周日在禮賓府開會見面均十分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談到特首述職規範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昨日表示，自己身為問責官員，需要向中央、特首、立法
會以至市民負責，不論甚麼情況和要求，主要官員需要協
助特首落實執行基本法各方面的工作。
譚志源昨日又表示，中央一貫而明確地支持特首和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從回歸以來沒有變過。
另外，在特首梁振英述職期間，3名局長隨後上京陪

同。譚志源昨日「自爆」，自己工作範疇之一就是要處理
內地事務，故他在特首落實述職日期後，原本也要赴京，
惟政改諮詢工作需要他在香港多作解說，故最終決定留在
香港。

譚志源：官員需助落實基本法

各界：助檢討工作 為來年訂框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昨日在接受傳媒訪問時首次具體提到特首
述職規範化的問題，引起了各界的議論。香港社會
各界認為，述職規範化不但有助檢討特區過去一年
的工作進度，更可以為來年工作訂下框架，產生激
勵及鞭策作用，有助中央及特區政府審時度勢，確
保各部門作出配合。

劉兆佳：外界毋須過分敏感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特區中央政策組首席

顧問劉兆佳指出，述職規範化有助加強特區政府及
中央的溝通，並為特區政府產生激勵及鞭策作用，
更盡忠職守向中央負責，履行落實「一國兩制」，
推動香港發展及繁榮穩定的重大職能，外界毋須對
此過分敏感。

陳智思：強化兩地銜接溝通

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認同，內地與香港經濟民生
密切聯繫，政策不能只看香港單方面，特首述職規
範化的安排有助加強兩地間的銜接和溝通。

譚耀宗：要求合理符基本法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指出，特首需要向中央政府負
責，並有責任履行基本法，故述職時因應基本法提
交報告是合理的要求，是按照基本法辦事，相信慢
慢會形成一個規範，未來可做得更深入及全面。

王國興：可交代工作與困難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指出，按照基本法規
定，香港是一個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各主要官
員都由中央任命，因此特首每年述職時，向中央交
代過去一年工作進度及所面對困難，是有實際的工
作需要的，而將有關安排規範化，對香港的民生及
經濟發展等，都是百利而無一害。

葉太：訂長中短期目標好事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規範特首的述職安排
可進一步明確在「一國兩制」下，特首須向中央負
責的規定，而在檢討過去一年的工作進度的同時，
也需要制訂未來工作指標，為長、中、短期訂下明
確目標，中央政府也可以審時度勢，為未來做好規
劃，是一件好事。

張華峰：知未來施政利投資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說，將述職工作
規範化，可以讓特首按照實際的情況，為未來一
年制訂工作目標，並可以讓香港市民清楚知道未
來施政方針，對商界投資相當有利。工業界（二）
議員林大輝則指，回歸十多年來，中央都希望更
能更加了解特區的事情，相信述職規範化，可以
令特區政府更有系統及全面地向中央政府匯報施
政情況。

■梁振英一行昨日在北京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等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