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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對「一國兩制」實踐有重大意義
白皮書全面回顧了香港回歸及回歸後的重大歷程，

總結了香港回歸以來的發展成就，歷數了香港回歸以
來中央對香港特區在應對重大危機和各方面發展的全
力支持。白皮書特別針對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經濟社
會和政制發展問題，做出了權威廓清，明晰中央與香
港的責權，澄清對「一國兩制」的認識，強調指出，
「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
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安排。

「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不僅對中央是治
國理政的重大課題，而且對香港和香港同胞也是重大
歷史轉折，必然會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
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
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

面理解。白皮書系統地闡述「一國兩制」內涵、中央
對港方針政策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對於推
動香港社會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深化「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增進國際社會
對「一國兩制」的了解，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具
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全面理解「一國」與「兩制」關係
白皮書開闢專章，闡述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政策的問題，是因為香港出現的一些經濟
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都與未能擺正「一國」與「兩
制」的關係有關。

白皮書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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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就是說，「一國」與「兩制」的關
係，是先與後、源與流的關係。沒有「一國」，「兩

制」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中央政府對包括
香港特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
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
央授權。香港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
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
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區就享
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香港特區的這種
憲制地位，決定了在香港實行的普選只能是一種地方
性選舉而非主權國家層面的普選，普選制度必須與
「一國兩制」方針的根本宗旨相適應而不能相對立。

然而，香港有些人卻將香港普選當成一個國家或獨
立的政治實體的普選，強行照搬照抄西方國家的民主
模式。這樣做，不僅違反「一國」原則，而且會「水
土不服」，給香港造成社會撕裂和動亂。顯然，普選
制度的設計，必須全面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普選底線體現「一國」與「兩制」關係
白皮書強調，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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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顯然
是清晰劃定普選的兩條底線：一是依照基本法和人大
決定落實普選的法律底線；二是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
必須愛國愛港、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的政治底
線。

中央通過白皮書劃定的兩條底線，體現了「一國」
原則的要求。基本法和人大決定是國家層面的憲制性
文件。普選須按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辦事，這不僅僅是
依法治港的問題，更是依法治國的要求。如果香港普
選不能按照憲制性的法律辦事，實際上是對「一國」

原則的否定。這當然
是行不通的。

愛國是對治港者主
體的基本政治要求。
如果治港者不是以愛
國者為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香港特區，「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而且香港
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
因此，白皮書強調，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
基本政治倫理。白皮書還從憲法和基本法的層面，論
述了愛國者治港的法律基礎。

事實上，香港特首普選，不僅僅是香港自身的事
情，也是整個國家的事情，它關係到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的大局。試想，如果放棄行政長官必須
「愛國愛港」的底線，讓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掌握特
區管治權，「一國兩制」實踐將偏離基本法設定的軌
道，中央和特區關係必定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
切聯繫將受到衝擊，香港社會內部也必然嚴重撕裂，
各種境內外敵對勢力將會乘虛而入，利用香港從事反
華反共活動，很有可能把香港引向分裂祖國的道路，
甚至把香港變成顛覆、滲透和破壞活動的基地。這種
直接衝擊「一國」原則、有可能顛覆香港「一國兩
制」的局面，中央絕不會容許發生。

對於香港普選的底線，中央領導人及有關方面負責
人過去只是在口頭上進行表述，中央這次通過白皮
書，白紙黑字向全世界宣示香港普選底線，顯示中央
堅持普選底線的原則立場是不可動搖的。任何企圖逼
迫中央在底線上讓步的人，都須放棄幻想。

盧文端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全面認識「一國」與「兩制」關係是落實普選的基礎和關鍵
中央政府昨日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首次就香港問題作

最全面、最完整的系統闡釋和表述，是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一次重要宣示，發揮正本清源、

匡正祛邪的重要作用，對解決香港未來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具有根本性的指導意義。中央在香

港討論普選的時候發表這份白皮書，具有特殊意義。只有全面認識香港的「一國兩制」實

踐，清楚理解「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的普選才不會走彎路、邪路。對於香

港普選的底線，中央方面過去只是口頭表述，中央這次通過白皮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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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

首的政治底線，白紙黑字向全世界作出宣示，表明中央堅持普選底線的原則立場不可改變。

任何企圖逼迫中央在底線上讓步的人，都須放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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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闡述回歸
以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成就，有助
社會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對本港當下進行的政改討論也有正本清源的
作用。然而，「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卻指，國務
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是中央針對「佔中
622全民投票」及「七一遊行」的輿論戰云云。
他更指，「佔中」行動會因應全民投票的結果，

再部署未來行動，而「泛民」的共識，是要爭取
一個合乎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
戴耀廷不是憲法學者嗎？為什麼不從憲法學

的角度去分析白皮書內容，反而像一個流氓政
客般對白皮書作出種種上綱上線批評？更將白
皮書與所謂「佔中公投」扯上關係，這不過是
為了轉移視線，反映戴耀廷理屈詞窮，因為他
知道白皮書中有關中央權力的陳述並沒有可質
疑之處。

白皮書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
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
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
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
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
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這種提法其實並不新穎，中央領導人過去已經多
次提出，但反對派卻故意忽略甚至扭曲。而戴耀
廷等人發起的「佔中」行動，在本質上就是利用
大規模的違法行動，要脅中央接納其違反基本法
的政改方案，以侵奪中央對港的政改主導權。
「佔中」搞手更以所謂國際標準來誤導公眾，指
香港政改可以根據外國的政制設計云云，這些說

法都是無視中央的權力，將香港視作獨立的政治
實體。
現在白皮書一針見血的拆穿了戴耀廷等人的

西洋鏡，明確任何脫離基本法的政改方案都不
可能接納，香港政制必須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
和法律地位，必須嚴格按照基本法及人大決定
辦事，並不存在以所謂國際標準凌駕於基本法
之上。戴耀廷的戲法被識穿了，「公民提名」
也破產了，「佔中公投」變成了爛戲一場。戴
耀廷在氣急敗壞之下連學者的風度都不顧，於
是惱羞成怒一輪謾罵。中央擺事實講道理，戴
耀廷卻在發爛渣無理取鬧，道理在哪一邊不是
很清楚嗎？

戴耀廷被拆穿西洋鏡惱羞成怒 卓 偉

■責任編輯：羅紀良、孫君犖 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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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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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
反對派上周五強行衝入立法會大樓，反
對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前期撥款，令5
名保安受傷。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不
能容忍在社會裡任何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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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接請願信 指港言論自由
梁振英昨日在行政會議前，被問到會

否覺得立法會保安「真空」，有需要部
署防止類似情況發生時表示，香港有充
分表達言論及各種各樣意見的自由。
「大家可以看到，每個星期二，我作為
特區的首長及行政機關的首長，都出去
親自接收巿民的請願信。」
他指出，香港社會有很多遊行、示威、

集會，絕大多數都是合法、和平，強調不
能容忍在社會裡任何的地方，包括公共
地方、政治體制內的一些機關重地及立
法會和政府總部，有人以非法、暴力、
非和平及衝擊這些地方的方式來表達意
見。「香港有充分的和平集會及表達意見
的自由，希望大家能夠利用好。」

外界促個人遊勿一刀切
梁振英：兼聽各方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香港是否應該削減內

地來港的個人遊旅客數目，本港整體社會存在不同意見。
特首梁振英昨日表示，旅遊業是本港經濟重要支柱，需要
重視和維護，而大概兩三個星期前，有意見認為不能一刀
切削減旅客，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會兼聽，希望能夠照顧
不同方面意見。
梁振英昨在行政會議前指出，要改善本港市民的生

活，一定要靠經濟發展，故過去一段時間，政府不斷推
動本港經濟發展。旅遊業是本港經濟的一條重要支柱，
因此要重視和維護，政府亦重視有人對內地旅客來港的
增長表示關注。
他說，「我們知道一些社區和一些重要公共設施，由

於旅客人數比較多而造成一定的壓力，但同時我們亦要
知道，在解決這些對地區和某些公共設施所造成壓力的
同時，我們一定要維護好香港旅遊業的健康發展。」
他說，過去一兩年來，都有不少人提出要求減少個人

遊旅客數目，甚至有立法會議員提出停止個人遊，「直
至大概兩三個星期前，開始有另外一種聲音出現，認為
我們不能夠一刀切，或者我們做這件事要比較慎重」，
他並強調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會兼聽，希望能照顧不同
方面意見，繼續維護本港旅遊業的健康發展。
梁振英表示，希望過去兩三個星期，尤其是工商界和

旅遊界所提出的意見不會太遲，特區政府會將各方意見
向中央政府全面、充分反映，讓中央政府可以一併考
慮。他又指，內地旅客出境來本港或去世界其他地方旅
遊，是中央政府和內地政府的決定。

拒絕「佔中」護法治
港青應學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佔中」行動

發起人屢次煽動青年人違法亂紀，中聯辦副主任

王志民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強調，法治是香

港社會核心價值，基本法是香港法治的重要基

石，也是保持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以及爭

取香港更好明天的重要基石。呼籲青年切實學習

基本法，維護香港法治與穩定，為了香港這個共

同家園、為了商業、為了每個家庭，拒絕佔中、

拒絕違法。

王志民昨日在香港大學生內
地實習工程啟動禮致辭時

指出，香港目前正處於自身經
濟轉型、及循序漸進推進政
改、實現普選、發展民主的關
鍵時期。在這期間，青年人積
極理性的參與和共同責任的擔
當非常重要。

盼青年珍惜機遇護港家園
他強調說，香港青年都受過
良好的學校和家庭教育，都有激情實現自己的人生夢
想，也都明白法治是香港社會核心價值，基本法是香

港法治的重要基石，也是保持和維
護長期繁榮穩定，及爭取香港更好
明天的重要基石。
王志民並希望青年珍惜人生起步

的難得機遇，珍惜我們共同的家
園，維護好香港的繁榮穩定。
王志民說，青年是未來的主人，

希望大家珍惜愛護香港的法治，就
像珍惜愛護自己的眼睛，從我做
起、從現在學起、切實學習基本
法，維護香港法治與穩定，為了香

港這共同家園、商業和每個家庭，拒絕佔中、拒絕違
法。

王
志
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法「佔
中」行動正全力為月底的所謂「公投」谷票，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昨出席一講座時指
出，無論日後推出的是什麼政改方案，「佔
中」行動都會以不同藉口去實施，呼籲市民在
政改問題上「固本清源」，了解中央有誠意在
港落實普選。

政改通過與否「佔中」必搵藉口
劉迺強昨出席「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主

辦的政改講座，談到「佔中」行動時指出，現時
民意是清楚不過，大部分人不支持「佔中」，例
如所謂的「商討日」，參與者亦不過是「小貓三
四隻」，他更譏諷，參加「商討日」的人，來來
去去都是反對派中主張「佔領立法會」及侮辱內
地旅客的激進人士，參與人數多少，各方「心中
有數」。他批評，不切實際的「公民提名」等建
議並非志在商討一個好的政制，不過是在製造混
亂。他呼籲社會各界在討論政改時，要「固本清
源」，不要被一些誤導性訊息牽扯，捲入亂局。

政改涉「大國博弈」圖圍堵中國
另外，劉迺強形容政改涉及「大國的博弈」，

一些外國勢力企圖運用其影響力加以干預。他
指，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是要圍堵中國，相信
美國會在香港政改問題上製造麻煩，影響香港的
形象從而影響中央政府的形象，繼以配合日本等
盟友，塑造中共政權是「邪惡政權」的形象。

涉「裡應外合」警查長毛助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於上周五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期間，被大批示威者衝入
立法會大樓肆意搗亂，嚴重影響立法會的正常運作，
更令8名前線保安人員受傷。立法會主席兼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留意到有個別議員助
理，濫用自由出入立法會的便利，以及不適當阻擋出
入口，非常令人遺憾，警方正調查事件，如涉及刑事
將會追究。

故意跌倒讓示威者闖大堂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昨日早上舉行閉門會議，討論
上周五的混亂事件，委員會經過整個上午的討論，曾鈺
成下午聯同秘書長陳維安、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湯家驊及
法律顧問馬耀添一同會見記者。曾鈺成詳細講述當日事
發的經過。他表示，錄影片段顯示，當日下午有一名人
士故意在立法會進出口的玻璃門前跌倒，令示威者能夠
衝入立法會大堂。同時，有部分跟隨導賞團的新界東北
居民，留在大樓內加入示威行列。

立會周五採臨時措施防範
曾鈺成又指出，留意到有個別議員助理，濫用自由出

入立法會的便利，不斷在出入口位置「穿插」，阻擋出
入口，讓示威者成功闖入大堂，令人非常遺憾。目前，

警方正調查有關事件，如涉及刑事將會追究。
他表示，本周五財委會將繼續審議，汲取上周的經驗，

決定實施多項特別的臨時措施，包括，暫停多項公眾服
務，減少市民旁聽的數目，甚至限制議員助理的活動範
圍（見表）等。至於有關措施會否成為常規，行管會會
繼續檢討措施。
有議員私下透露，是次在立會出入口故意跌倒、

涉嫌「裡應外合」釀成「佔領」事件的議員助理，就
是梁國雄（長毛）的助理黃浩銘。黃浩銘在去年4月
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上演「拉布戰」期間，按
下議員專用升降機的所有樓層，妨礙議員進入會議廳
表決，及後被法庭裁定「企圖妨礙議員」或「妨礙議
員」罪成。

■王志民 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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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周五臨時保安措施
●周五當日下午的導賞團及圖書館的公眾服務將會
暫停。

●議員訪客只能前往接待地點的樓層。
●議員助理不能前往會議廳所在的一樓至三樓，秘
書處會代為轉交文件給議員。

●將減少公眾席的數目，由40個減至20個。
●秘書處會先與警方溝通，秘書長必須先得到行管
會同意，邀請警方介入，警方才會介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