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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港政改有憲制權力
各界：張德江講話正視聽

高度自治非完全自治 普選須依法落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

員聯組會上，明確表明香港的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的主權，亦有監

督權，若果中央放棄「一國」權力，香港或會引致混亂，保持中央權力對香港只會有利無

害。有關講話在北京與香港都引起熱議。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表示，基本法明確訂明香港是實

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中央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有憲制權力，但某些人卻有「無

限遐想」，張德江的言論可起正視聽的作用。

張德江料今見港區人代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陳嘉洛、黃偉

漢）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昨日於北京舉
行。據悉，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極大機會會於今晨
9時在人民大會堂香港廳會見36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並舉行小組討論，並相信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亦會參與。他
們估計是次會面會深入討論到政改問題。
國務院港澳辦昨日通知，中央領導今晨9時到
香港團聽取審議，並安排傳媒拍攝5分鐘。據今
日與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透露，今日的小

組討論約個半小時，由於港區代表有36名，會上
會先讓人大代表示意是否有意發言，然後盡量安
排時間逐一發言，每人限時約7分鐘。按照慣
例，團長和政協常委將會發言。
有人大代表預料，張德江的講話內容會比日前

會見港區政協更為具體仔細，相信會談及深入政
改問題。
有人大代表表示，希望今日把握機會就加強兩

地交流、促進經濟文化、增加彼此了解等方面向
張德江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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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往香港與內地
之間的車輛駕駛者每年
都要處理大量的年審辦
證手續，費時失事，相

關的行政手續繁複，成本高昂，更容易
引起濫權貪腐問題，值得全面檢討。

駕車出入境另外年檢不合理
其中最不合理的，是根據深圳出入境

檢驗檢疫局發出的《深圳地區出入境車
輛及駕駛員檢驗檢疫管理辦法》規定，
經深圳口岸出入境的車輛駕駛員須每年
接受體檢，提供一份《國際旅行健康證
明書》。其實根據內地《機動車駕駛證
申領和使用規定》，領取內地駕駛證的
人已經需要符合一定的身體條件，並須
向車輛管理部門提供醫療機構出具的證
明，60歲以上駕駛者更須每年進行身
體檢查。因此，如果駕駛者持有效的內
地駕駛證，已經表示他符合內地道路交
通安全的相關法規要求，只因為他駕車
出入境而要求他另外每年體檢，出具
《國際旅行健康證明書》，完全沒有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需要。
據報道，深圳出入境檢驗檢疫局曾經

表示，兩地牌司機不同於一般的出入境
旅客，其接觸供港鮮活產品、進出口食
品等敏感貨物機率大，人群相對固定，
頻繁往返於粵港地區，其身體健康與粵
港地區人民的健康息息相關，是傳染病
監測的重點對象，因此有必要實施年度
體檢。然而，香港與內地之間的人員往
來頻密，在駕駛者以外還有大量頻繁往
來的旅客，但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並無

對這些人員做特別的分類管理和衛生監測。我們
認為，將駕駛者作為高危人群區別開來，進行特
別監控，在公共衛生及傳染病監控方面是否有切
實必要，值得商榷。退一步來講，深圳出入境檢
驗檢疫局的解釋最多也只能說明營業車輛的司機
有風險，不足以將年度體檢要求推至所有出入境
車輛駕駛者。

應適當監控非根據駕駛者身份
因此，我們建議取消《深圳地區出入境車輛及

駕駛員檢驗檢疫管理辦法》中有關駕駛員必須接
受年度體檢的規定。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應根據
不時變化的衛生安全風險，對出入境人員採取適
當的監控措施，而非根據車輛駕駛者的身份進行
「年度」監控。
另外，目前跨境車輛新辦與每年續辦批文和牌

證，涉及公安車管、海關及出入境檢驗檢疫等多
個部門，手續繁多，我們建議作出簡化。首先，
應將現時由廣東省公安廳交通管理局發出的《粵
港澳機動車輛往來及駕駛員駕車批准通知書》
（「《通知書》」）有效期由一年延長到兩年，
從而減少因《通知書》續期而涉及該局、深圳海
關及出入境檢驗檢疫局的相關辦證或登記程序。
另外，現時在香港的指定驗車中心負責辦理跨境
車輛的安全年檢，建議可由該中心進一步代辦涉
及海關的驗車工作，包括新車備案及換車備案
等。長遠而言，應在香港設立一站式跨境車輛管
理機構，綜合處理涉及《通知書》、駕駛證、車
輛登記證、車輛年檢的手續，和涉及海關管理與
檢驗檢疫的手續。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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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林舒婕、劉凝哲）
「個人遊」來港旅客日漸增加，社會各界都關注
到擔心香港配套措施不足的問題。多名港區人大
代表及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均表示，隨着高鐵落
成、港珠澳大橋通車等，內地來港旅客將大幅增
加，特區政府必須考慮承載力的問題。
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昨日稱，為改變限制內地赴

港個人遊人數的立場，現在應該開始思考本港承載
力問題，特別是隨着高鐵落成、港珠澳大橋通車，
未來有多少內地遊客、多少旅遊巴士來港，目前都
不知道，而倘入境遊客持續上升，香港的配套措施
卻跟不上，將影響內地人來港的體驗。
全國政協港區委員、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

貞指出，作為一個旅遊城市，旅遊是支撐香港經
濟的重要指標。2003年在香港經濟低潮時，內地
遊客支撐了香港的經濟，如今部分人士抵制內地
遊客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只會導致內地遊客改
變對香港的看法。而後進一步導致投資人選擇投
資地時，可能會轉而考慮新加坡，對於香港的損
失，不光是少賣一件衣服，而是香港未來的發展
前途」。
她提及早年香港人去歐洲旅行時，也受到歐洲
國家的歧視，「今天面對內地同胞，為何我們不
能寬容點？每個人都是在學習中成長」。
根據王惠貞的觀察，內地遊客的行為舉止，十
幾年間進步很大，「我在商場裡購物時，並不覺

得他們妨礙了我。過去
我們常說內地遊客有吐
痰等不文明行為，但是
其實他們來到香港，就
很少有這樣的行為」。
自己與內地人交流時，
對方告訴她，來到香港
就自然融入遵守規矩的
社會中。她認為，通過
社會環境、法治思維影
響來港遊客，正是香港
的優勢。

容永祺反對個人遊設限
全國政協委員、友邦（香港）區域執行總監容

永祺明確反對為個人遊設限，「香港人有權去內
地，內地同胞當然也有權來香港」，故不應該用
限制的角度來看個人遊的問題，尤其內地同胞不
會在同一時間都去香港，相信香港可以承受這一
壓力。
他續說，隨着港珠澳大橋、高鐵等完工，整個
珠三角都會被拉在一起，對人流、物流、資金流
都有很大好處，對發展經濟大有裨益，故香港要
做好自身的配套建設，「香港要改善配套建設，
增加新的旅遊點，蓋更多的酒店，改善交流，來
迎接高鐵、港珠澳大橋帶來的更多內地同胞」。

王惠貞關注總理報告
我在2010年加

入全國政協的大
家庭。正如昨天
俞正聲主席所

說，這不僅是一個榮譽，更是一個責
任。在我看來，政協提供了很好的平
台。例如我要表達意見時，在眾多的
渠道中，政協這個渠道提供的參與程
度和受到的重視程度較高，更為直
接。因此每次赴京參會，我的心情都
特別雀躍，充滿期待。
每年參加兩會，我特別關注總理所

做的報告和總理的工作報告。這兩份報告，讓我看到國家的發
展成績如何，及未來的發展方向何在。返港後，我通常會與身
邊的朋友、社團分享從全國「兩會」上獲得的信息，大家對於
新鮮到港的資訊，也是充滿期待的。
在平日的工作生活中，經常有朋友問我關於普選、關於基本

法的問題，我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為他們講解，在我看來，
這是作為政協委員的重要職能。我所參與的九龍社團聯會已經
舉辦多次講座和交流會，給大家有更多機會了解基本法。
對於我個人來說，每一次看基本法後，認識都會加深。事實

上，基本法白紙黑字每人可見，不僅僅需要政府提供讓民眾了
解的渠道，作為香港居民，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了解基本法
和相關條例，然後做出合理的決定。

■全國政協委員 王惠貞
（香港文匯報兩會報道組 林舒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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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惠貞。 林舒婕 攝
容永祺。 劉凝哲 攝

■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會前在人民大會堂前拍「全家福」。 葛沖 攝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黃偉漢）全國港澳研究會會
長、國務院港澳辦原常務副主
任陳佐洱昨日表示，研究會會
響應張德江委員長的號召，研
究會的學者專家會在內地的適
當場合，在香港澳門的適當場
合，繼續發表關於政改問題的
研究意見，並很樂意和不同的
學者和研究專家，一起切磋參
加，讓真理越辯越明。

被問「公提」：這個不用我來答
陳佐洱昨日在出席一活動時談
到香港政改的問題。他期待香港
關於政改的討論是理性的、熱烈
的，最後能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有關規定的框架內，成功
地走向普選。
他續說，全國港澳研究會已
經有很多專家，都在香港或內
地發表過很多關於政制問題的
意見，而副會長王振民和饒戈
平，還有理事譚大元等以至其
他一些教授，都發表很多意
見，自己在政制方面的意見就
不再重複。被問及「公民提
名」的問題，陳佐洱說「這個
不用我來回答了吧」。
在政改問題上，研究會會響應
張德江委員長的號召，研究會的

學者專家會在內地的適當場合，
在香港澳門的適當場合，繼續發
表關於政改問題的研究意見；研
究會很樂意和不同的學者和研究
專家，一起切磋參加，真理越辯
越明。
他又提到，全國港澳研究會除

了關注研究香港的政改問題，剛
剛還在珠江三角洲進行了一項研
究，大概有八九位教授和研究員
一起參與，也有包括研究會會員
的香港和澳門研究人員共同調
研，在調研以後，會提出研究會
的意見和建議，讓珠三角的粵港
澳合作強化、優化，按照國家
「十二五」規劃，打造成根據國
際競爭力的、世界第三大的城市
群。

陳佐洱：研究會響應號召論政改

■陳佐洱 黃偉漢 攝

高鐵大橋添旅客 港代表籲增配套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張德江在會上並無提及「公民提名」及

「佔中」，但就要求他們要主動批評各種與法律不符的
言行。他表示，自己作為基本法起草委員，理解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的原意，民建聯亦一直有指出「公民提名」
及「佔中」等與基本法不符，質疑相關建議只會影響普
選的落實。
全國政協委員王惠貞說，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令
她對於「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有更深刻體會。「人
們常常聽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這裡的高度自治並不等於完全自治，有部分港人可
能混淆了這個問題。」
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之一、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

心教授宋小莊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專責處理政改問
題的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早已從法律角度清晰表明提名
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權，若任何提名方法繞過提名委員
會的提名程序，或削弱其實質提名權，都可能被認定為

不符合基本法。反對派不是不明白，而是有心不理解法
律原則。

宋小莊：重申不能離開基本法人大決定
他指出，張德江委員長是次一再重申政改不能離開
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立場，就是要港人清楚中央的政改
底線是不會退讓的。宋小莊強調，反對派提出的公民提
名在全球發達國家中罕有，本身亦有不少缺陷，倘他們
繼續糾纏，甚至試圖以違法佔中等手段脅迫中央，只會
適得其反。他亦認同全國政協、北大法學院教授饒戈平
所指，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都非普選特首的法定程序，
將來延誤普選並非中央責任，「2017年無法普選特
首，錯不在中央，責任應由那些刻意違反基本法的人士
承擔」。

王國興：說明中央不存在退讓餘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認為，張德江委員長提到

港人要在基本法及人大決定的基礎上推進民主，是十分
重要及清晰的，因為基本法本來就是香港凝聚共識及依
法辦事的根基，倘若背離相關原則，香港不單是政改，
其他各方面的發展都會一事無成。
他續說，張德江委員長提到特首必須愛國愛港，說
明中央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任何退讓的餘地，一旦行政
長官不愛自己的國家，根本難以管理好香港。
他批評反對派在領導人一再表明政改立場後，依然

糾纏於違反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決定的公民提名，只會令
香港政制發展沒有好結果，一旦2017年不能落實普選
特首，只會連累全港市民失望及承受繼續內耗的代價。

程介南籲反對派「丟掉幻想，準備妥協」
前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政制專題小組召集人之一、時

事評論員程介南在接受本報時表示，距離政改諮詢期尚
有2個月，根據眼前局勢，再加上張德江委員長的言
論，反對派在政改問題上的應有態度只有8個字：「丟
掉幻想，準備妥協。」
他指出，張德江鼓勵香港政協敢於發聲批駁違反基
本法的言論，譴責搞亂香港的行為，反映中央感到當前
香港關於政改的輿論一面倒，建制派支持依法落實特首
普選的聲音出不到來，「除了反對派的一套，事實上社
會對政改有不同意見，中央希望各界要如實反映民意，
也希望港人不要再兜圈，應聚焦討論提名委員會如何組
成」。
程介南表示，張德江委員長重申了香港政改必須在

法治軌道上發展，要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不能另搞
一套，有關說法與時任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
陽對政改的立場，是一脈相承的，「反對派聲稱中央無
商無量，但中央的意思是樂於聽意見，但不能因為你提
出公民提名，就要中央拆掉原則及框架，而堅守基本法
及人大決定是中央退無可退的底線，反對派繼續糾纏是
不切實際」。
他指出，張德江委員長提到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不是
完全自治，中央仍然擁有全面主權，就是要港人明白將
來的行政長官必須由中央任命，選舉辦法亦屬於憲制一
部分，因此港人不可能以為可憑自己心意而行，試圖以
「佔中」等向中央施壓脅迫中央妥協更加不可能。
程介南又指，張德江委員長提醒港澳必須清醒認識其他
地區全力追趕，光坐在這裡發牢騷甚麼都沒有，程介南亦
指，中央是再次提醒港人要停止內耗，「上海、珠三角以
至新加坡等地都急速發展，人家不會等你，香港人再日日
政改爭拗，又搞『驅蝗行動』，隻船好快沉」。

周融：明確中央對港權力
「幫港出聲」發起人周融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說，基
本法明確訂明香港是「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因應過
去十年，中央並無明確對香港事務表態，令部分人有無
限遐想，甚至以為擁有原本沒有的權力，認為張德江言
論有助以正視聽，「雖然言論或令好多人難以接受，涉
及期望問題，但這是事實，張德江言論有助明確中央對
港權力，包括中央授權香港作高度自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