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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外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 防範遏制裡應外合破壞「一國兩制」
白皮書警告：反對派勿勾結境外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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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與克林頓。

白皮書《「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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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的根本制度
是社會主義制度，故堅持「一國」原則，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尊重國家實行的根本制度以及其他
制度和原則。

「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
至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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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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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之內的「兩制」並非等量齊

觀，國家的主體必須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會改變的。
白皮書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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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國」之內，
「兩種制度」只有相互尊重，相互借鑒，才能和諧並存，共同
發展。
白皮書在結束語中並特別指出，在繼續推進「一國兩制」事
業的新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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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國兩制」事業，是包
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符合國家和民族
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李柱銘赴美「告洋狀」劣迹斑斑
事實上，由2005年第一次政改討論，至現在商討如何落實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反對派一直「不遺餘力」地充當「賣港
求榮」角色，其中「禍港四人幫」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及
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便多次高調訪美「告洋狀」，試圖引
入外國勢力直接干涉中國內政，破壞「一國兩制」在港實施。
2004年1月，時任香港特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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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
銘、涂謹申、李卓人、羅沃啟等堅持逆民意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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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稱他們憑「良心」「作證」，並「如實」
反映香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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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政改討論則在2010年，港府提出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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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重申美國支持香港實
行普選。何俊仁會後聲稱，美國對香港現在的發展「非常關
注、有興趣」，更指「其他的國家對我們的人權非常關注，也
是『非常自然』的。」

陳太誣稱港各種自由受「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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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種均反映白皮書強調，始終要警惕外部勢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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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有的放矢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基本法第
一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反對派去年一月發
起「佔領中環」行動，聲稱以「公民抗命」
爭取普選，但眼見「佔中」聲勢不斷下
滑，不得民心，去年10月竟公然勾結
「台獨」勢力，多次邀請「台獨」
人士教路如何「佔中」，更親到
台灣向「台獨」分子「取經」，企
圖引入「台獨勢力」搞「佔
中」。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

去年一月發出「佔中」行動，揚言以「公民
抗命」迫使中央在政改問題上妥協，但在
香港社會各界強烈反對下，參與「佔
中」商討日的市民寥寥可數，與原先預

計的「萬人佔中」相距甚遠。眼見聲勢不
振，「佔中」行動去年10月邀請有「台獨理
論大師」之稱的林濁水，來港宣傳其「台
獨」理論，林更稱會支持「佔中」。
同月，「佔中」另一發起人朱耀明、「真

普選聯盟」召集人鄭宇碩及工黨主席李卓人
跑到台灣與著名「台獨」分子、民進黨前主
席施明德座談「求救」。施明德其後聲稱，
他會出面邀請台灣「民主人士」共同簽署
「佔中」理念書，並以具體行動「支援」
「佔中」。當時社會批評「佔中」是試圖引

入「台獨」的暴力「抗爭」，為推動「港
獨」試水溫，戴耀廷則試圖淡化事件，承認
與施明德會面是「政治敏感度不足」，但就
稱「純屬誤會」。
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當時嚴正警告，「我

們注意到香港社會對『佔中』、『台獨』合
流的擔憂和譴責。『台獨』勢力分裂國家，
不僅禍害台灣，破壞兩岸關係，現在又圖謀
搞亂香港，是不得人心的，也絕不可能得
逞」。

陳健民赴韓取經「暴力抗爭」
不過，「佔中」另一發起人陳健民去年11

月赴韓國，參與東亞社會運動研討會為「暴
力抗爭」取經，更在「面書」匯報所謂的
「交流成果」，揚言「坐牢」及「擲汽油
彈」是那個年代的「集體回憶」。今年2
月，民主黨一連兩日舉辦「佔中訓練營」，
透過有「台獨」背景的「華人民主書院」邀
請「台獨」分子簡錫堦教授所謂「非暴力抗
爭」。
今年三月，台灣「反服貿」學生林飛帆、

陳為廷等，策動強佔「立法院」行動，暴力
行動便被民眾批評借反服貿搞「台獨」。
「佔中」發起人、學聯以至其他反對派組織
隨即邀請這些「台獨」學生來港所謂「分享
佔領經驗」，藉勾結「台獨」勢力與「佔

中」合流。林飛帆其後竟稱，「港獨」是香
港的「出路」。

學聯擬邀林飛帆授「公民抗命」
激進學生組織學聯時任秘書長陳樹暉和應

稱，台灣「佔領」事件給學聯很大啟示，希
望提早到今年「七一」行動，甚至仿傚台灣
「佔領立法會」，並計劃邀請林飛帆來港傳
授「公民抗命」的經驗。林飛帆當時稱，若
時間許可，樂意來港分享。
同月，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夥拍

一直鼓吹「港獨」的環保觸覺主席譚凱邦，
在具濃厚「台獨」色彩的台灣《自由時報》
刊登題為《反對服貿協議．拒絕中國化》廣
告，以抹黑的手法、偏頗的內容支持「佔
院」，既為「台獨」分子張目，亦試圖爭取
「台獨」盟友，將民進黨式的暴力抗爭手段
引入香港。
「佔中」秘書處亦發出公開信，表明「佔

中」對台灣學生成功「佔領」立法院「深感
激勵」，認為台灣的「佔領立法院」與本港
的「佔中」理念一致，陳健民更揚言可能會
「效法」台灣學生「佔領」立法會。凡此種
種，足見「佔中」行動的本質，與「台
獨」、「港獨」的關係密不可分，企圖以
「公民抗命」形式分裂國家，破壞「一國兩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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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語特別提到，既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的軌道前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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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實施。事實上，香港回歸以來，英美勢
力屢次干預香港內政，特別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履新以來，干預香港內
政更是有增無減。外交部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多次表明，香港內部事務
是中國內政，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對此說三道四。

美兩任總領事指手畫腳
前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已經和香港反對派「一唱一和」，不斷公開
發言干涉香港內部事務，高調評論香港政制發展，聲稱「美國政府會一直
注視香港法治、新聞、示威自由狀況」。他其後更被「維基解密」踢爆曾
拉攏當時的天主教香港教區樞機主教陳日君、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民
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壹傳媒主席黎智英，串連成為「禍港四人幫」。在
離任前，他就香港政改「發表意見」，聲稱香港按照《公民權利及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落實普選是重要的，並希望「佔中」可以「依法進行」。
夏千福去年7月底來港接任以來，不斷為美國插手香港普選問題製造機
會，既聲稱希望反對派中人有份「入閘」2017年特首普選，在公開發表演
說時又以近四分之一篇幅提及香港政制發展，其間最少3次使用香港反對派
經常掛在嘴邊的「真普選」，稱美國支持香港逐步達至「真普選」的立場

不會改變，及港人對政治制度有「最終發言權」云。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隨後在會見夏千福時，嚴正表明政制發展是香港

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涉，並重申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
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惟夏千
福「死不收斂」，更邀香港政商人士訪問美國。

施維爾彭定康妄加評論
美國極力干預香港內政，英國勢力同樣對香港普選「虎視眈眈」。英國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去年9月就「接力」在《明報》撰文稱，
英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支持加強民主體制」，英國也隨時準備「提供任
何支援」。
外交部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隨即分別作嚴正聲明，強調「中國政府
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對此說三道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並希望有關國家切
實做到言行一致，多做有利於香港繁榮穩定的事」，並強調對於香港政制
發展問題，任何外國政府或官員都不應指手畫腳，妄加評論，更不得干
預。
去年11月，「末代港督」彭定康又高調評論香港事務，聲稱自己最大遺

憾，是英國未有更早地採取措施，「實施」《中英聯合聲明》中有關選舉
的規定，「香港現在唯一缺乏的就是選舉自己政府的權利，這種權利遲早
會有……想要阻擋這種趨勢將會白費力氣」。

今年3月，彭定康訪港時又「指點江山」，稱「香港情況頗佳但並非完
美，過去數年民主發展甚至受到壓迫」，又說「英國人離開香港前可以為
政改做得更多」，「香港早應有全面的民主」等。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其後回應記者提問時批評，香港回歸17年

來，廣大市民依法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是港英時期所無法想像的，
並直斥彭定康言論是罔顧事實，顛倒黑白，「用意何在，值得警惕」，並
堅決反對外國政府和人士插手和介入香港內部事務，又奉勸有關人士切實
注意自身言行。

英總領事晤反對派傾政改
今年5月，英國駐港澳總領事吳若蘭閉門密會5名反對派議員。據引述，
吳若蘭主動提到香港政改問題，聲稱任何一個西方社會，最基本的要求就
是要給予人民一個「無篩選的真正選舉」，「real choice for the people」是
很重要的。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應約會見吳若蘭時強調，政制發展問題
是香港內部事務，中方堅決反對外部勢力以任何形式插手或干預。
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日前發表後，美國
國務院日前聲稱，美國支持「保障香港一切事宜，除國防和外交問題外，
均享有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英駐港總領館就聲言，英國會監察香
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情况。外交部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昨日強調，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國干涉或指手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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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強調，要
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
預中國內政的圖謀。2000年，
美國國會在討論給予中國永久
正常貿易國（前稱「最惠國待遇」）的地位時，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
就在白宮會見了「禍港四人幫」之一、時任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有美
國官員公然稱，安排有關會面目的，是要「推進」中國的民主改革，
有議員更稱要藉此迫使中國尊重人權和勞工權益。
2000年5月，美國眾議院將表決應否支持中國加入世貿。時任民主
黨眾議員佩洛西主張制裁中國，聲言中國人權狀況欠佳，所以不應該
輕言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反而應當每年在國會討論。5月3日，
克林頓在白宮橢圓辦公室會見了李柱銘及民主黨經濟事務發言人單仲
偕，雙方會面約35分鐘；然後李柱銘陪同克林頓到白宮二樓，短暫參
與另一會議。
李柱銘當時聲言，美國國會議員「反應良好」，相信倘中國能夠得

到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又可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令中國一定
要建立一個法治制度，去遵守這些國際協議。
他續稱，美國議員不滿中國人權紀錄這一點，他本人「也有同

感」，但他不同意美國議員因此而反對給予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時任
白宮發言人斯托克維爾則稱，李柱銘支持克林頓希望國會批准給予中
國永久正常貿易國地位，又稱「李柱銘相信和中國建立正常貿易關
係，有助促進在中國的民主和經濟改革力量」。
當時，美國不少眾議院議員，包括大部分是克林頓所屬的民主黨成

員及勞工組織代表均聲言，希望保留現在每年檢定一次「最惠國待
遇」制度，試圖藉此「迫使」中國尊重人權和勞工權益。

白皮書強調，要把「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推
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根本宗旨出發。中共十八大報告已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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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也明確指出，
特首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是維護香港和國家整體
利益的必然要求。
中央領導近來濃墨重彩強調國家安全，與中國

當前面臨的複雜國內外安全環境有關，包括美國
重返亞太戰略實施步伐加快，戰略矛頭明顯對準
中國；部分周邊國家不斷在海上挑起事端，加大
對中國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的侵蝕力度；境內外
「三股勢力」，即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
和宗教極端主義加緊滲透和破壞，嚴重危害社會
和諧穩定等。

國家安全觀涉11個領域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
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4年4月15日，國
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國安委第一次會議，闡釋
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構建集政治安全、
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等11種安全於一
體的國家安全體系。
中共十八大報告也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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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德江委員長在今年3月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團時，強調了中央對香港政改「三個符合」，其
中明確提出特首要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核心就
是維護香港和國家整體利益的必然要求。如果讓
與中央對抗的人成為特首，不但會損害中央與特
區關係，更可能會將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
體」，甚至勾結外國勢力將香港變成反華橋頭
堡，屆時香港的穩定將難有保障，國家改革穩定
發展的大局也會受到衝擊，這是中央以至廣大香
港市民都不願看到的。

白皮書重提領導人講話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日前發表《「一國兩制」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也就強調了要把
「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推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根本宗旨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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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特別指出始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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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鄒平學

分析，當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面臨六大挑
戰中，就是面臨國外敵對勢力干預香港事務，試圖
把香港變成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基地的挑戰。他認
為，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憲法、基本法管治好
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關
係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艱巨而複雜的戰略
任務。白皮書的發表，表明中央已
將香港管治問題提升到國家安全的
高度，亟需香港各界凝聚共識，齊
心應對嚴峻挑戰。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日前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強調要把「一國兩制」在香港繼續推向前進，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的根本宗旨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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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皮書更特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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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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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結外部勢力，破壞「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所指，絕非無的放矢。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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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安全觀
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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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維
基解密在2011年公開了近1,000份美國駐港
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主要由2005年至2009

年間兩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撰寫，文件
披露了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不時向
美國駐港領事「匯報」最新的政治情
況，有人更被美國視為「重點保護人
物」。網絡分享軟件Foxy早前更爆
出洩密資料，指壹傳媒集團主席黎
智英多年來，涉通過一名前美國情
報人員，向民主黨、公民黨等組織和
個人捐出高達6,000萬元政治獻金。
在維基解密當時公開的近1,000份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機密電文中，揭露了反對派
「四人幫」，即黎智英、天主教樞機主教陳
日君、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及前政務司司
長陳方安生由成形到合作無間的過程。
電文披露，「四人幫」中的李柱銘、黎智
英、陳日君於2006年到梵蒂岡「朝聖」，
首次被美領館關注到「傳媒、宗教、政
客」這個組合的影響力，隨後他們更和美
領館「情投意合」，並不時向美領事「匯
報」香港最新的政治情況，而美領館亦多

次就反對派的「合縱連橫」作出「指示」。

捧抬余若薇 美方不同意
美領館在反對派部署中也不斷「指點江

山」，在李柱銘退位後，陳方安生和李鵬飛
向美國領事「推薦」由當時公民黨黨魁（現
為主席）余若薇領導反對派，並作為反對派
與外國的「聯絡人」，但美領事指余若薇在
反對派中未能起決定性作用，表示不同意。
此後，余若薇就逐漸淡出，在上屆立法會選
舉中刻意排在名單第二位，抬同黨的郭家麒
上轎。
維基解密又披露，2006年9月，陳方安生向

美國駐港總領事「解釋」不參選2007年特首選
舉的原因。2009年8月，陳方安生游說美國總
領事，指美國應干涉香港事務，並鼓勵對方多
就支持香港民主發展發表意見。2009年7月，
陳方安生與美國總領事會面時，「鼓勵」美方
應不時「提醒」中國政府，美方關注他們如何
處理與香港相關的事務。

肥黎獻金1,369萬予鴿黨
此外，黎智英一直被指反對派的「幕後

金主」。2011年，網絡分享軟件Foxy爆出
洩密資料，指黎智英從2005年起，向民主
黨、公民黨等組織和個人捐出政治獻金高
達6,000萬元；民主黨受款達1,369萬元，
陳日君受款更高達2,000萬元，而陳方安生
亦獲得130萬元的政治捐款，助其競選立法
會議員。
在2009/10年度，黎智英捐款佔民主黨非
會員捐款的99.4%，佔公民黨68.2%，顯示
黎智英乃兩黨幕後的「大水喉」。黎智英充
當反對派政黨和政客的大金主，操控反對派
政黨和政客，藉以控制香港反對派乃至整個
香港政壇路向之圖謀。
耐人尋味的是，Foxy的資料經常出現壹傳

媒動畫有限公司商務總監Mark Simon，作
款項交收中介，包括由2003年至2008年，
黎智英就透過Mark Simon以壹傳媒及《蘋
果日報》的名義，向美國共和黨其他附屬右
派團體捐獻，金額最少24,500美元。
Mark Simon出身美國情報人員，與美國

政黨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儘管黎智英曾對此
公開否認，但有關資金的來源問題仍「懸而
未解」。

禍港「四人幫」頻匯報 美領館常指示

基本法禁政治性組織聯外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
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
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英美屢圖干預「一國兩制」
立此存照

勾勾結結「「台獨台獨」」

告洋狀告洋狀

取經台亂取經台亂

學與教學與教

前美國駐港總領事前美國駐港總領事

楊甦棣楊甦棣

美國駐港總領事美國駐港總領事

夏千福夏千福

英國外交及聯邦英國外交及聯邦
事務部國務大臣事務部國務大臣

施維爾施維爾

前港督前港督

彭定康彭定康

■在香港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必須從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根本宗旨出發。 資料圖片

英國駐港總領事英國駐港總領事

吳若蘭吳若蘭

&
�

「佔中」邀「教路」圖謀「港獨」

國家安全

勾結「台獨」

事實回顧維基解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