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皮書：警惕「外力」藉港干預中國內政
白皮書中強調，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

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
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
事實上，香港反對派每逢政改關鍵時

刻，均會「邀請」英美勢力介入干預，甚至「周遊列
國」唱衰香港，勾結外部勢力，破壞「一國兩制」。

李柱銘2004年赴美攻擊港府
2004年1月，時任香港行政長官董建華宣布成立香

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在維護「一國兩制」及恪守
基本法的前提下，積極推動香港政制發展，並徵詢
各界意見。同年3月，香港正熱議「愛國者為主體治
港」等政制發展重大原則，但李柱銘、涂謹申、李

卓人、羅沃啟等就「應邀」到美國華盛頓
出席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舉行所謂

「討論香港民主」聽證會。
曾聲稱香港回歸有如「把猶太人交予納粹」的李

柱銘在「作供」 時聲稱，2003年50萬港人遊行，
「全部」都為求抗議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並攻
擊「二十三條損害了香港自由，包括新聞自由。香
港市民從二十三條『惡法』認識到：沒有民主政
制，自由便沒有保障。」
李柱銘又不斷攻擊特區政府，聲稱「香港現時的

情況是：（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的管治已出現危
機，不推行全民普選，就不能確保特區政府的有效
管治、維護自由和法治」；針對香港政制發展，又
稱「我們要求2007年按基本法進行政制改革。」

2005年「邀」賴斯訪港插手政改
2005年10月，特區政府提出2007年行政長官及

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之改革建議。同年11月，李

柱銘、單仲偕、陳偉業及張超雄赴美與美國國務卿
賴斯會面，並「反映」了香港人支持普選的意願，
聲言政改方案是「民主倒退」，更「邀請」賴斯訪
港，「親身看看香港是否值得有普選。」政改方案
最終被否決。
第二次政改討論在2010年，港府於提出有關2012
年特首及立法會產生辦法之政改方案。美國亞洲及太
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於2010年4月訪港，並會
見李柱銘、何俊仁、余若薇、李卓人及民協馮檢基等
反對派人士，聲稱美國支持香港實行普選。

「維基」爆陳太屢鼓動美干港事務
其後，「維基解密」踢爆陳方安生曾多次鼓動和

要求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抗衡中央政府。前美國駐
港總領事唐若文於2009年 7月撰寫的機密電文中
指，陳在會面中鼓勵美國政府應不時提醒北京政

府，美方關注（care）北京政府如何處理與香港相關
的事務，「因為北京會介意其他國家的看法，特別
是美國如何評論他們」；陳又「鼓勵」唐若文應多
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
在今年的政改討論中，香港反對派繼續「告洋

狀」本色，陳方安生及李柱銘今年4月在訪問美國，
獲美國副總統拜登在美國白宮高調接見。李柱銘會
後稱，拜登「熟悉」香港最新情況，他向拜登表
示，香港回歸後「只落實『一國兩制』中的『一
國』」，未落實「真普選」，不算「真正落實『兩
制』及高度自治」。陳方安生則向拜登指「一國兩
制」遭「削弱」，香港核心價值如言論自由、新聞
自由和集會自由受「衝擊」。
兩人又與美國參議院及眾議院資深議員會面，並

宣稱獲保證美國國會會「密切關注」本港的發展情
況，及十分關心「一國兩制」原則逐漸被削弱，和
本港部分核心價值如新聞自由正面對危機。國會轄
下的「中國問題委員會」更稱，他們已將香港發展
情況列為「優先關注事項」，並會「持續監察及匯
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

A4 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鄧世聰、勞詠華一
國
兩
制

一
國
兩
制

白白
皮皮
書書

白皮書
依照基本法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必須在堅持「一國」原則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

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別是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

金句

尊重國家制度 「兩制」從屬「一國」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 兩種制度互借鑑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家主權不容侵犯，各省、市、自治區及特別行

政區都有責任維護。在昨日國務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中，強調了「一國兩制」是完整概念，「一國」是指香港是國家不可

分離的部分，「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香港有責任在堅持「一國」原則下，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

度。「『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鑑，才能和諧並存，共同發展。」

在白皮書「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含
義」一章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一

個完整的概念，「『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
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故此
「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在「兩制」方面，白皮書指出，憲法明確規定
國家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並規定了國家基
本制度、領導核心、指導思想等制度和原則，

香港堅持「一國」原則也亦要尊重國家
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和原則。

強調「兩制」非等量齊觀
白皮書強調，「兩制」是指在「一

國」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等
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而「一國」是實
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於
「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為此

「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觀，國家主
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在
這個前提下，從實際出發，充分照顧到香港等某
些區域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允許其保持資本主義
制度長期不變。」
「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香港實行
資本主義制度，保持繁榮穩定的前提和保
障。」白皮書指出，香港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
主義制度，依照基本法實行「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必須在堅持「一國」原則的前提下，
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特別
是尊重國家實行的政治體制以及其他制度和原
則。
白皮書續指，內地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同

時，要尊重和包容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
還可以借鑑香港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等方面
的成功經驗，確保在「一國」之內，「兩種制
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鑑，才能和諧並
存，共同發展。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必須尊重國家主體和制度。 資料圖片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昨日發表《「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首度全面總結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歷程，是中央對港方針政
策的一次重要宣示，對未來「一國兩制」實踐具
有重要指導意義。中央通過白皮書全面表達了對
香港政改的原則立場，清楚劃定依照基本法和人
大決定落實普選的法律底線和普選產生的特首人
選必須愛國愛港的政治底線，對香港的普選討論
具有正本清源、立牌指路的作用。

「一國兩制」作為一項新生事物，需要在實踐
中不斷探索總結，從而開拓前進。白皮書全文
2.3 萬字，以大量事實和數據介紹了「一國兩
制」政策的由來和在港取得的實踐成就。白皮書
更翻譯成7種外國文字發表，讓國際社會了解香
港在「一國兩制」歷程中所取得的成就，說明
「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安排。

必須指出的是，白皮書明確宣示了中央對香港
的權責，「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
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在
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
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
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
力。」事實上，香港是中國主權下一個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
體。香港的高度自治來源於中央的授權，中央授
予多少權力，香港就有多少權，並不存在剩餘權
力的問題。白皮書對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和監督權進行了明確的闡釋，有利社會準確理
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白皮書對中央權責的說明，也宣示中央對於
政改等問題上的立場和「底線」。當下本港社
會正就政改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但不少政黨
人士所提出的方案，例如「公民提名」、「政
黨提名」等，明顯違反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
定，不僅無助凝聚共識，更製造諸多的爭議，
浪費時間和精力。白皮書明確指出，普選制度
必須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
愛國愛港人士，清晰地為政改劃下底線，對於
社會討論政改方案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只有全
面理解「一國」和「兩制」的關係，認識「一
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確保政改
討論在法治框架內進行，本港的特首普選才可
望水到渠成。

全面闡釋「一國兩制」為政改立牌指路
針對激進反對派上周五強闖立法會大樓

一事，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不能容忍在
社會任何地方，包括立法會和政府總部，
以非法、暴力、非和平及衝擊的方式表達
意見。本港是法治社會，市民行使表達訴
求的權利，必須和平合法，不得破壞公共
安全和秩序，不得妨礙公務，否則天下大
亂。對於破壞法治和社會秩序的示威行
動，更須追究其法律責任，才能維護法
紀、伸張正義，防止非法暴力的示威氾濫
成災。

香港擁有充分的和平集會及表達意見的
自由，但前提是必須守法，在合法的地點
和場所，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來進行。在立
法會、政府總部及公共地方集會、示威都
有明確的規定，例如立法會和政府總部外
都設有專門的示威區，立法會和政府總部
內即使是公眾地方，為免影響會議和正常
辦公，也不可以進行示威和集會。故意混
淆公眾地方和示威區，不過是想擺脫法律
的約束，為衝擊立法會或政府總部製造借
口。此次強闖立法會已開了一個壞先例，
如果不及時制止是極其危險的，縱容惡
行，台灣「佔領立法院」、「佔領行政
院」的混亂將會在香港重演。只講自由不

講法治，將來不僅是佔領立法會那麼簡
單，各種「佔領」行動將會無日無之，香
港法治被破壞，管治被癱瘓，將成為無法
無天之地。

世界各地包括美英等西方國家，對集會
示威都有嚴格的法律限制，規定不得採取
暴力、不得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不
得妨礙公務。美國的聯邦法律就明文規
定，不得在國會大廈、聯邦最高法院周圍
遊行、滯留。何曾見過有示威者闖進美國
的國會山、白宮表達意見？香港的立法
會、政府總部同樣是重要的立法、行政機
關，同樣不允許受到非法暴力衝擊。

為了防範本周五財委會開會時再有示威
者強闖，立法會行管會昨日公佈將採取多
項保安措施，包括取消當天下午的導賞
團，不向公眾開放圖書館，縮減公眾席的
名額等。這些措施只能治標而不治本，防
得了一時防不了一世。強闖立會可根據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治罪，要
杜絕強闖立法會的行為，最徹底的辦法還
是追究其刑事責任，讓其受到法律的制
裁，對違法者絕不姑息養奸，才能起到阻
嚇之效。

（相關新聞刊A16版）

不容以非法暴力方式表達意見

白皮書指出，國家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
度，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保持繁榮
穩定的前提和保障。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
平，在上世紀80年代，在不同場合已經有
詳細的論述。他強調，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是國家的主體，也是「一國兩制」的前
提，要保持香港的繁榮穩定，香港要真正能做
到50年不變，50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內地社會
主義制度不變。

改變四基本原則 港無繁榮穩定
鄧小平表示，「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
四項基本原則，是老早就確定了的，寫在憲法上
的。我們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國

家主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制定的，沒有
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制定
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
派都不行。……這個膽略是要有基礎的，這就是
社會主義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
國。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
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
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來自人民
的擁護，人民擁護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擁
護黨的領導。忽略了四項基本原則，這也是帶有
片面性嘛！看中國的政策變不變，也要看這方面
變不變。老實說，如果這方面變了，也就沒有香
港的繁榮和穩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
定，五十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社會主義制
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
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
處理，就是 『一國兩制』。這是個新事物。這
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
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
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講不
變，應該考慮整個政策的總體、各個方面都不
變，其中一個方面變了，都要影響其他方面。所
以請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釋這個道理。試想，中
國要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國共產黨
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
是怎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告吹的。要真正
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
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

「一國兩制」須講兩方面

鄧小平說過，「『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
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
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
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
否則怎麼能說是『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
了……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兩個方
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

港淪反中基地須干預
鄧小平也舉例說，「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

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
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
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
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
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
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內地社會主義屬「一國兩制」前提
鄧
公
明
示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系列社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