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 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袁偉榮一
國
兩
制

一
國
兩
制

白白
皮皮
書書

梁錦松：
清晰定義免遭誤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財政司司
長梁錦松昨日出席公開場合後回應說，國務院
白皮書是正面的，為「一國兩制」帶來清晰定
義 ，避免香港人誤解，「『 一國兩制』對香
港及內地都是好事，相信中央希望香港成
功。」
梁錦松說，「一國兩制」有利香港發展，
「內地是一個龐大市場，能為香港提供投資機
會，很多外國投資者來香港投資，除了因為香
港自由及低稅率，亦都因為香港背靠內地。」
他呼籲商界應該多發聲，表達「一國兩制」對
香港以至國家的重要性。

譚惠珠：「五步曲」
證有政改決定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司法改革訪京團
一行昨日拜會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徐澤，團長馬恩國在會
面後對媒體表示，徐澤在會見中稱發表白皮書與「6.22投
票」無關。徐澤認為香港大律師公會過度解讀白皮書，強
調司法人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嚴格執行基本
法，已經是愛國；至於治港者的解釋，則應從司法是本港
整個政治體制的組成部分角度加以理解，方才準確。
馬恩國昨日下午在京向媒體介紹與徐澤會面情況時指，

對於大家關心的法官是不是治港者的問題，如果大家仔細看
基本法，基本法的第四章是關於政治體制，其中第一節是關
於行政長官，第二節關於行政機關，第三節關於立法機關，
第四節是關於司法機關，可見司法機關是第四章規定的整個
政治體制裡面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整體政治體制的功能就是
管理香港。他強調，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治港者的意思會比較
準確，就不會有矛盾。

大律師公會過度解讀
馬恩國還引述徐澤在會面中觀點認為，大律師公會有關

白皮書的聲明過度解讀了白皮書，過於敏感，不認同對聲
明中的部分觀點，認為值得商榷，比如對治港者的誤解，
對愛國的誤解等。
徐澤在會面中指，根據基本法第一零四條，當特區政府

官員、立法會議員以及司法人員要就職時，就一定要宣誓擁
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而基本法規定香港特
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所以如果香港法官嚴格執行基
本法，就已經是愛國的。
此外，馬恩國稱，還與徐澤在會面中談及立法議員和法

律界發的聲明，大家認為「法官在援引基本法時不需要聽
取其它人對基本法的解讀和意見」有些斷章取義，固然香

港法院絕對擁有獨立的司法裁判權，這無可質疑，但根據基本法第
一五八條，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有權力最終解釋香港的法律。

白皮書無關「6.22投票」
至於白皮書發表有無特別用意，馬恩國引述徐澤指，發表「一國

兩制」白皮書，同「佔中行動」舉行的「6.22投票」無關，製作白
皮書時投票並不存在，發表白皮書只是香港回歸17年，是時候檢視
「一國兩制」的實踐結果。
據悉，雙方在會面時並未就「佔中」進行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台灣「中
央社」報道稱，民進黨質疑白皮書強調了
「一國」要先於「兩制」，是「將國權置
於人權」，並擔心會「犧牲港人追求民主
自由的基本權利」。特區政府昨日發表聲
明反駁，強調白皮書第三章已表明，香港
居民依法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香港回歸
後，人權依法受到充分保障程度有增無
減。
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發表聲明作四點回

應：

比先進國家不遑多讓
一、在香港回歸之後，人權依法受到充
分保障的程度有增無減，包括香港特區基
本法、《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反歧視條

例、《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其他相
關條例，並建基於法治和司法獨立，比起
世界先進社會不遑多讓。
二、白皮書第三章已表明，香港居民依
法享有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包括香港
特區基本法以及香港本地法律的充分保
障。香港設有多個機構協助推廣和保障各
種權利。這些機構包括平等機會委員會、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申訴專員公署及
法律援助署等。
三、特區政府會繼續按照基本法及其他
相關條例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
四、根據香港特區基本法第十七條及第
十九條，香港享有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
終審權，特別是終審權方面，回歸後，香
港特區終審權屬於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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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新聞
辦日前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踐》白皮書，強調了中央政府擁有對
特首產生辦法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權。
不過，有反對派聲稱，根據基本法，修改立
會選舉辦法，只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
案」。政界指出，中央擁有對港全面管治權，
自然擁有對香港政改的決定權。
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指

出，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
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自然對政改亦
有「話事權」。
他表示，基本法的確列明立法會產生辦

法修改，須向中央「備案」，而「備案」
顯示了中央對政改有最終決定權，「以前
國家領導人講，反對派扮聽唔到，而家白
紙黑字寫明，無可能當睇唔到。」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表示，中央擁
有對立法會所制定的法律基本法的監督
權，而政改需經立法會通過，故中央是擁
有對政改的決定權。
他續說，基本法附件二規定立法會產生

辦法的修改，須向人大「備案」，中央有
權對是否修改作出決定，「基本法本來就
係咁寫，只不過大家以前唔留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自從

「政改五步曲」確立後，是否啟動政改，
人大有權作出決定，故白皮書的內容與基
本法沒有矛盾。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中央對

「備案」及「批准」有嚴格規定，不符合
基本法或違反全國性法律的香港法例，中
央有權發回在立法會審議，故中央是擁有
對政改的決定權。

政界：擁管治權自然可決定政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白皮書提
到，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解釋
權，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

定權，被指是對基本法列明的「向人
大常委會備案」作新詮釋。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譚惠珠昨日強調，「政改五
步曲」確立後，人大常委會對是否批
准啟動政改有決定權，中央最終可決

定不批准或者不備案，故白皮書說法並無
超出基本法，更不是發明了新東西叫「決
定權」。
有線電視昨日報道質疑，基本法規定行
政長官產生辦法更改，須由中央批准，附
件二就列明，立法會選舉辦法更改，須經
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通過，最後報全國人大常
委會備案，英文寫法是「FOR THE RE-
CORD」，質疑與白皮書的「決定權」有偏
差，並引述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聲稱，批
准與備案是兩回事，「備案只是告訴中央，
通知中央而已。」
譚惠珠昨日在回應時強調，自從「政改五步
曲」確立後，是否批准啟動政改，人大常委會
有權決定，為此，白皮書採用「決定」字眼，
而這說法並無超出基本法，「一直以來也是這
樣的。中央一定不是橡皮圖章，她可以批准
你，又可以不批准你。」最終，「中央可以作
一個決定，不批准或者不備案，不是中央發明
了一樣新東西，叫作『決定權』。」
2004年，時任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曾

經作相關解釋，指出附件二備案關乎改動立法
會選舉辦法，涉及憲制層面，與基本法第十七
條本地立法要交由中央備案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據報，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
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近日在深
圳，與香港立法會建制派議員會面。自由黨黨魁田
北俊昨日說，王光亞在會上重申了中央政府對政改
的立場，包括政改須依法辦事、特首須愛國愛港，
又希望自由黨能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就政改討論
的決定。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昨日表示，王光亞、李飛和張
曉明昨日上午前往深圳，會見了該黨的5名立法會議
員，並談及政改和「個人遊」等問題。田北俊昨日
下午引述王光亞表示，政改必須依照基本法及人大

有關決定、行政長官需由愛國愛港人士出任、提名
委員會是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唯一機構，並強調
中央是真心實意落實普選。

田北俊：認同白皮書內容
田北俊引述王光亞說，希望自由黨能支持全國人

大常委會8月就政改討論的決定，但王光亞沒有談及
具體的政改方案。他則向有關的中央官員表示，最
近有報章民調顯示，寧願排除反對派參加特首普
選，也不想政改原地踏步，證明香港市民十分希望
落實普選。
田北俊續稱，他們在會面上提及「一國兩制」白

皮書，自由黨認同有關內容，認為只是反映了中央
對香港的一貫方針政策，說明了「一國兩制」、高
度自治的含義。
他又說，會面上星期已定好，與白皮書發表的時

間沒有關係。
在「個人遊」問題上，田北俊稱，他向中央官員

反映，倘草率地削減兩成內地旅客，對香港是弊多
於利，因為「個人遊」旅客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提
供大量就業機會，比他們造成的不方便更大，故減
少消費能力較低的旅客來港是較可行的辦法，而王
光亞則表示同意。

王光亞：政改須依法 特首愛國愛港

李克強訪英或簽聯合聲明成果文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
外交部消息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下周出訪英國
時，兩國準備就中英聯合聲明簽署30周年，簽署
一份成果文件，雙方正商討細節。專家表示，預
計雙方將以中英聯合聲明簽訂30周年這一契機出
台文件，商討如何更有利於「一國兩制」在香港
落實的問題。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邢驊向本報表示，香
港問題始終是中英政治關係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也
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特別是剛剛發表的「一國
兩制」白皮書對「一國兩制」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他說，希望英國能注意到，中國方面實行「一國兩

制」，對於香港的長治久安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他預
計，是次成果文件的主要內容，會圍繞如何確保香港

的社會穩定，使之擁有更加美好的未來而展開。

將與英女皇會面
李克強下周將出訪英國及希臘，訪英期間會與英

女皇會面，並跟會見英國首相卡梅倫，及出席中英
工商界歡迎晚宴、向英國智庫發表演講等。
對此，邢驊表示，李克強總理是次訪英，將簽署

一系列合作文件。從此前習近平主席訪問歐洲各國
的情況可見，中國與歐洲國家的關係進入了一個非
常良好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特點在於，雙方的
務實合作有了大幅度的發展。其中，英國對中國的
投資表現出了更加開放和歡迎的態度，這在歐洲各
國中比較突出。英國表示，部分核電站項目歡迎中
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聯合投資，這在中歐合作中也是
不多見的。另外，在金融和高鐵建設方面，雙方在
前期也都表現出了特別的重視。可以預見，近期中
英一定會在高鐵、核電站、金融等方面合力邁出新
的步伐。

自由黨深圳晤王光亞李飛張曉明引述講話

《人民日報》昨日刊出了參與《「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起草工作的強世功的專訪。強世功
在訪問中指出，中央政府發表白皮書，既有現
實考慮，也有長遠打算。

須符國家安全與各界利益
他說，就現實考慮而言，目前香港社會

爭論最激烈的是行政長官普選問題。對於
這個問題，白皮書明確提出，「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符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

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原則，有利
於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要符合香港特別
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
政區域的法律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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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白皮書重申了港人治港是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並明確表示「愛國
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

強調中央有「全面管治權」

「就長遠考慮而言，白皮書進一步總結
並強化了中央治港的理論基礎。」強世功
認為，白皮書特別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全
面管治權」。以往人們對主權的理解多集
中於外交、國防，按照這種理解，香港不
少人主張除了外交、國防，中央在香港行
使主權就在干預香港事務，以至於基本法
規定了人大釋法，但香港卻有人反對人大
釋法，認為釋法是破壞香港法治。
他續說，白皮書在強調中央在香港實行
主權的同時，對主權權力進行細化，特別
提出「全面管治權」這個概念，表明中央
依照基本法對香港擁有更多的權力，包括
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命、行政長官
對中央述職、指導特區政府施政等，都屬
於管治權的一部分。

憲制最終基礎乃國家憲法
「白皮書特別強調香港憲制的最終基礎

乃是中國憲法。」強世功說，香港社會普
遍認為，基本法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是
香港的最高法律，同時將基本法的依據訴
諸中英聯合聲明，主張基本法是這個國際
條約的法律化。
針對這種流行的理解，白皮書特別強調

指出，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為此，
白皮書不僅指出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憲法第
三十一條的規定，並詳細列舉中央公布的
12條對港方針，並明確指出「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構成了香港的憲制基礎」。這顯然
是指香港的憲制地位包括憲法，基本法必
須放在中國憲法框架內，是中國憲法框架
裡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這就把基
本法和憲法的關係，把香港特區與國家整
個憲政體制的關係講清楚了。

堅持「一國兩制」方有出路
「『一國兩制』乃是全新的事物，在實

踐中必然面臨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加
以總結。白皮書最後一部分將當前面臨的
問題總結為5個方面，但核心在於處理好
『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強世功總
結：「一國」是「兩制」的前提。中國是
單一制國家，香港的高度自治源於中央授
權。因此，「兩制」的關係要始終維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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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堅
持這個根本原則，那麼「一國兩制」中面
臨的問題就可以在溝通和協商的基礎上，
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強世功指出，白皮
書重申了港人治港是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
人治港，並明確表示
了「愛國者治港也是
具有法律依據的」。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中央領導人多次強

調，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

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故必須由愛

國愛港者擔任。參與《「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踐》白皮書起草工作的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港澳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強世功，

在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

指出，目前香港社會爭論最

激烈的是行政長官普選問

題，故白皮書重申了港人治

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

治港，並明確表示了「愛國

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

的」。

起草人細說涵義 重申有法律依據
白皮書論愛國者治港 釐清普選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