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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社會續被反對派誤導 警告外國勢力勿干擾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自香港回歸以來，首次發表《「一國兩制」在港實

踐》白皮書，強調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指出，國務院在政改關鍵時期發表白皮書十分合時，是中央政府對港方針的重要宣示，避

免社會繼續被反對派誤導。白皮書中提出，要警惕外部勢力干預，這是中央對本港反對派及外國的宣示，

警告他們切勿干擾中國內政，香港政改問題不容外國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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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譚惠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白皮書提及中央與地區關
係，中央權力高度自治限制，全面
認識基本法不會導致不必要的疑
惑，亦不會衍生不必要的爭議。
譚惠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白皮書提及的內容，全部早於
基本法起草時已作詳細討論，包括
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被授權的
司法、行政、並無「剩餘權力」
等，「香港對基本法認識多數片
面，當談到高度自治，但就避免談
中央權力，甚至把兩者對立，質疑
中央權力侵犯高度自治等，並發明
其他權力，包括『公投』、『公民
提名』。」

港無「剩餘權力」 提名權屬公權
她說，白皮書強調，香港不存在「剩餘權
力」，基本法內沒有規定「不准做」，正如
提名權是公權，基本法把公權授予了提名委
員會提名，並非「公民提名」。
她強調，白皮書提及的中央與地區關係、

高度自治的限制，均於基本法頒布時已作全
面討論。全面認識基本法不會導致不必要的
疑惑，亦不會衍生不必要的爭議，「我認同
港人要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作清晰把
握，並需多作宣傳。」
對於有指中央在「敏感時刻」發表白皮書
是「志在沛公」，譚惠珠對此並不同意，
「這絕非敏感時刻，（國務院）很早已經作
準備。於回歸 17 年後作檢討，是適時
的。」

新華社文章：準確理解 走正走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發表後，新華社
發表題為〈正本清源 凝聚共識〉的評論員文章
指出，當前香港一些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存在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
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影響香港社會安全、經濟發
展、民主進步。只有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之路才能走得
正，走得穩，前景更寬廣，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題為〈正本清源凝聚共識〉的評論員文章中指出，白
皮書內涵深刻，正本清源，對於香港社會各界全面準確
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化解歧義，凝聚共
識，不斷深化、豐富「一國兩制」偉大實踐，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不正確觀點妨礙社會進步
文章說，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國兩制」事業，不斷

讓實踐之花開得更豔，結出碩果，是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同願望，既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
利益、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也符合外來投資者利
益。遺憾的是，當前香港一些人對「一國兩制」和基
本法存在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
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影響香港社會安全、經
濟發展、民主進步，對繼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沿
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造成困擾。

「一國」是實行「兩制」前提
文章指，這需要大家全面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關鍵就是必須認識「一國兩制」是一
個完整概念。「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
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
國」之內。在「一國」之內，「兩種制度」只有相互
尊重，相互借鑒，才能和諧共存，共同發展。
文章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只有在這個大

是大非的原則性問題上明確認識，達成一致，香港「一
國兩制」實踐之路才能走得正，走得穩，前景更寬廣。

警惕外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
文章續指，前進道路不會一帆風順，更需要同舟共

濟，還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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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應對這些困難和挑
戰，研究解決好問題，既需要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一
如既往給予大力支持，也需要特區政府把握機遇、奮
發有為，更需要香港社會各界發揚獅子山下精神，團
結一致，攻堅克難。
文章強調，不斷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是「中國夢」重要組成部分，也是
歷史賦予廣大香港同胞的光榮使命。「人心齊，泰山
移。」香港社會素有包容共濟、尊重法治、維護秩序
的優良傳統。我們堅信，只要香港社會各界同心同
德，攜手拚搏，香港特別行政區必將繼續沿着「一國
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軌道穩步前進，必將保持長期繁
榮穩定，香港明天必將更美好。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國務院新聞辦此

時發布白皮書十分合時，有助社會全面準
確把握「一國兩制」含義，亦促使政改討
論可更聚焦，「唔會再行錯路。」他指
出，香港回歸以來，很多人只知「兩
制」，不知「一國」，有人甚至以為特區
有「剩餘權力」，對「一國兩制」及基本
法存有誤解。

劉漢銓：勿糾纏違法「公民提名」
劉漢銓表示，白皮書強調，中央政府對
香港特區擁有全面管治權，十分正確，因
為香港並非獨立政治實體，香港政治架構
及權力全由中央賦予；高度自治顯然不是
「全面、絕對自治」，而是中央授予的地
方事務管理權。
劉漢銓坦言，不少市民長期被反對派誤
導，以為高度自治等於「做咩都得」，故
今次國務院發表具權威性的白皮書，詳細
說明落實基本法、執行「一國兩制」等，
令政改討論不再「行錯路」，「唔使再糾
纏違法的『公民提名』。」
他續說，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
治港」，是中央一貫立場。倘若特首與中
央對抗，根本不可能履行好職責。
至於白皮書指，要「警惕外部勢力利用
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劉漢銓認
為，中央不會無的放矢，指近期反對派不
少行為均屬「反中亂港」，「例如強闖軍
營，根本唔係中國人所為」，又促請反對
派停止發動違法「佔中」。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

會副主任盧文端認為，國務院新聞辦在政
改關鍵時期發表白皮書，是中央政府對港
方針的重要宣示，對政改立場清晰說明，
避免市民繼續本港反對派誤導，以正視
聽。
他指出，中央通過白皮書說明香港普選
原則，包括政改必須依法有據，按照基本
法及人大有關決定辦事，並強調「港人

治港」 必須堅持以愛國者為主

體，「今次白字黑紙寫明，有助以正視
聽，去邪歸正，避免社會被反對派誤導，
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盧文端：「一國」是實行「兩制」前提
盧文端續說，「兩制」在「一國」之

內，「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
礎，「唔能夠將兩者分開處理」。他強調
香港繼續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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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白皮書強調要警惕外部勢力，盧文

端認為，這是中央對本港反對派及外國的
宣示，警告他們切勿干擾中國內政，強調
香港政改問題不容外國指手畫腳，說三道
四。

劉兆佳：港處政制發展轉捩點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國

務院在香港回歸以來，首次發表有關香港
事務的白皮書，當中意義非比尋常，並顯
示中央對香港目前狀況較憂慮。
他認為，中央意識到香港在「一國兩

制」發展中，已經到達轉捩點，到底會朝
着中央方針，或走向與中央對抗，甚至成
為外國顛覆基地，威脅國家安全，相當重
要。單靠特區政府能力及政治資源，無法
駕馭香港目前局面，更遑論引導香港走向
原有「一國兩制」發展軌道。他估計，未
來中央對港政策只會越來越強硬，不會再
採取容忍及姑息態度。

譚耀宗：港法治受衝擊須重申安排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認為，
白皮書內容顯示中央對香港立場並沒有任
何改變，不認為中央對港有任何新政策。
至於選擇此時此刻發表報告，重申有關
「一國兩制」安排和含意，是有現實意義
的。因為中央看到，部分人想否定基本
法，本港法治社會亦受衝擊，香港社會正
發生變化，有人更公然否定基本法「另搞
一套制度」，如公然宣傳及動員進行「公

民抗命」等。
譚耀宗續說，相信中央不只是針對「佔
中」6.22投票，而基於近年發生的一連串
事件。他表示，當年自己有份起草基本
法，清楚了解香港權力來自中央，中央對
香港的高度自治有監督權，市民要明白香
港位置。

蔡毅：重申中央一貫立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

理事長蔡毅指出，白皮書內容再次表明中
央對香港的一貫立場，以及基本法相關條
文意義，且是對「一國兩制」之下，香港
經濟、民生等問題的關注。他強調，若香
港內部事務被外國勢力干預，對香港社會
沒有任何好處。

顏寶鈴：對港現狀敲響警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指出，白皮書

全面總結和回顧了香港回歸以來，落實
「一國兩制」的情況，並重申中央對香港
具有全面管治權，內容豐富、用詞誠懇，
有助港人更透徹、清晰地了解現時香港定
位。白皮書並非對港人施壓，但內容確實
對香港目前發展現狀敲響警鐘，應引起港
人重視。
顏寶鈴續說，香港全球競爭力10年來
首次跌出前三名，拉布阻礙發展、經濟停
滯不前、兩地矛盾等，都有違中央希望香
港繁榮穩定發展的意願。因此，希望香港
各界放下成見與爭拗，共同維護國家主權
及發展利益，推動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社
會繁榮穩定，為港人創新路、謀福祉。

林健鋒：國家極重視主權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指

出，現時剛好是政改討論時間，白皮書詳
細介紹香港政制發展，有參考價值，讓各
界可更了解有關背景、香港地位、責任
等，並肯定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獨有優勢，
加上中央一直大力支持香港發展，以及幫
助香港提升競爭力。他又指，任何國家都

不會容許地方受外來勢力干擾，國家對主
權十分重視。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指出，白皮書內
容與中央過往政策無異，沒有新政策，相
信有關文件可清楚闡釋「一國兩制」精
神，以及中央與香港之間的關係，是一件
好事。白皮書亦重申中央給予香港的普選
承諾。

羅太：助公眾了解權在中央
對於白皮書提到官員要「愛國愛港」，羅

范椒芬表示，這個條件是從鄧小平時代已經
清楚表達，亦認為白皮書已經草擬一段時間，

與「佔中」舉辦的「6.22全港電子投票」沒
有任何關係。由於公眾對基本法的理解不清
晰，白皮書將有助公眾理解權力源自中央，
公民提名是基本法所不能容許的。

陳婉嫻：各方合作方能走出困局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婉嫻表示，國務院

首次發表白皮書，闡明中央對香港一貫立
場，把一些本身已白紙黑字寫於基本法的
內容，向所有人，包括香港人及密切留意
香港事務的其他國家及地區重申立場。她
又認為，香港目前正面對很多問題，需要
各方合作，才能走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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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迺強：重要總結 政改前釋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劉迺強昨日表示，國務院發表白皮書，是自《中英
聯合聲明》簽署、「一國兩制」運行以來的重要總
結，在政改前起釋疑作用，可說是「全面及準確地
理解落實『一國兩制』」。
劉迺強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指出，現時香港「市

面上」流傳着一些不全面又不準確的理解，令社會
越來越亂，亦有一些「不知所謂」的講法，例如
「違法（行為）等同伸張法治、佔領立法會不破壞
法治等……」他又指，香港官員有需要全面準確認
識「一國兩制」。

「出書」非針對「佔中」「6.22投票」
被問及有反對派中人質疑白皮書在「重新解釋

『一國兩制』」，劉迺強籲批評，反對派中人應好
好了解草擬基本法過程，亦不存在扭曲「『一國』
壓過『兩制』」說法，因為「一國」是「兩制」的
前提，「主次、大小」關係完全清楚。
他不認同白皮書針對「佔中」行動或「6.22投

票」，批評反對派有這樣的想法是「自大成狂」，
有如「隻蚊以為大炮打佢」。

鄒平學：證港人權利自由獲充分保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

報道）全國港澳研究
會理事、深圳大學法
學院副院長、港澳基本
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
任鄒平學，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一國兩制」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以確鑿、

充分的事實表明，回歸17
年來，港人基本權利和自由

得到充分保護、香港社會民主政
制依法穩步推進，從而回應了外界
的關切，並有力駁斥了所謂「香
港核心價值觀受到衝擊」等不
實攻擊。

首談權利自由政制發展有深意
「一般介紹某地區各項事
業成就，都會按照經濟、社

會、民生這樣的順序，但該白皮書首
先談及香港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以及
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富有深意。」鄒
平學說，長期以來，香港及國際社會
有一些勢力和群體罔顧事實，經常無
端詆毀、攻擊回歸後香港社會制度發
生改變、港人自由權利受損，香港核
心價值觀受衝擊云云，甚至聳人聽聞
地製造「社會主義吃掉了資本主義」
等謠言。
他續說，是次中央發布「一國兩

制」白皮書，把「香港居民基本權利
和自由以及香港民主政制發展」部
分，作為香港社會各項事業成就首要
內容，就是要用確鑿和充分的事實向
香港各界及國際社會如實介紹，回應
外界的關切。充分的事實表明，回歸
17年來，港人基本權利和自由得到充
分保護、香港社會民主政制依法穩步
推進。
鄒平學說，白皮書重申中央支持香

港特區按照基本法規定、循序漸進發
展民主的立場。「這表明中央的決心
和誠意毋庸置疑，立場也是堅定不移
的。」從而回應了外界的關切，並有
力駁斥了所謂「香港核心價值觀受到
衝擊」等不實攻擊。
他又指，白皮書提到「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遇上新情況、新問題，
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對「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
理解。

少數人斷章取義解讀基本法
他理解所謂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
解」，指的是少數港人尚未整體理解
基本法，而是斷章取義解讀，偏狹地
強調「兩制」，忽略「一國」；偏狹
強調高度自治，忽略中央政府對香港
的主權性管治權和憲制責任；偏狹強
調香港自治權，忽略特區對國家的政
治義務與責任。

■■劉漢銓劉漢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盧文端盧文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劉兆佳劉兆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譚耀宗譚耀宗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蔡毅蔡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顏寶鈴顏寶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林健鋒林健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羅范淑芬羅范淑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陳婉嫻陳婉嫻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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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