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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兩底線：一是依基本法人大決定 二是特首人選須愛國愛港
基本法：

特首需執行中央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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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的第二章《香港特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中提
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是特區首長，代表香港特區，

既對中央政府負責，又對香港特區負責。行政長官還是特區
政府的首長，依法履行基本法授予的領導特區政府、負責執
行基本法及其他各項職權；形容為「特區和特區政府『雙首
長』，是香港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第一
責任人。

「港人治港」有界限和標準
基本法早已訂明「愛國者治港」的大政方針。白皮書在第
五章第三節《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中，明
確指出，「港人治港」是有界限和標準的，「這就是已故國
家領導人鄧小平所強調的、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
治理香港。」並少有地提及：「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
循的基本政治倫理」。
白皮書進一步指，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特首、主要

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
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
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白皮書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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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治港者主體不能效忠
於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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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者治港」有法律依據
「愛國者治港」也是具有法律依據的。白皮書提到，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設立香港特區，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
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因此，特首、
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

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必須就執行基本法向中央和特區負責。
白皮書強調：「這是體現國家主權的需要，確保治港者

主體效忠國家，並使其接受中央政府和香港社會的監督，
切實對國家、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及香港居民負起責任。」

香港普選制度須符國家利益
白皮書在第五章第四節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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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各階層利益等原則，強調普選需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
定，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另外，白皮書並清楚對司法獨立權作明確表述，強調在嚴

格按照基本法規定的基礎上，香港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充分
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各級法院是特區的司法機
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

第四十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首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
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
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

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第四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行使下列職權：
（一）領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二）負責執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適用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
（三）簽署立法會通過的法案，公布法

律；簽署立法會通過的財政預算案，將財政
預算、決算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
（五）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下列

主要官員：各司司長、副司長、各局局長、
廉政專員、審計署署長、警務處處長、入境
事務處處長、海關關長；建議中央人民政府
免除上述官員職務；
（八）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

關事務發出的指令；
（九）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

授權的對外事務和其他事務。
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

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
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
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
區。

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

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
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
普選產生的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第六十八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選舉產生。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全部議
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立法會產生的具體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

序由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和表決程序》規定。

2007年12月29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
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可參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
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
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

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一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立法機關由當地人組

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
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的主要官員（相當於『司』級官員）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名，報請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行
政機關必須遵守法律，對立法機關負責。

在「一國兩制」下，「愛國愛港」是行政長官必要條
件，是中央對香港特首普選的底線。回顧首階段政改諮
詢前後，多名中央領導人，包括張德江、俞正聲、李源
潮，及相關部門負責人均多次公開表明，「與中央對抗
者」不能擔任行政長官，與國務院新聞辦白皮書提到
「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更是一脈相承。

張德江提「三符合」「三立場」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明確闡述了中央對香港普
選問題的「一個立場，三個符合」，第三個符合正是：
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的標準，「這是一個起碼的政
治常識」。
張德江進一步提出「三點立場」：一是，行政長官必
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是中央政府一貫的、明確的立
場和主張；二是，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既是政治標
準，也是法律要求；三是，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是維
護香港和國家整體利益的必然要求，與中央對抗的人擔
任行政長官，必然損害中央與特區關係，損害香港市民
的整體福祉，進而影響甚至衝擊國家改革穩定發展的大
局。
同年5月5日，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會見香港福

建社團聯會訪問團時，提到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雙重
負責」，對中央政府負責、對香港負責：「你不愛國，
怎麼對中央政府負責？你不愛港，怎麼對香港負責？所
以這不是額外的要求，是內在的要求。」
去年3月24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

陽，在深圳麒麟山莊與香港立法會建制派37名議員座談
時，強調了「三個堅定不移」，包括特首人選必須是
「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堅持不能接受
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是條底線，否則中央與
特區關係屆時必然劍拔弩張，香港和內地的密切
聯繫必然嚴重損害。

王光亞提「雙負責」「雙效忠」
喬曉陽並提到，無論是「愛國愛港」標準，

不能與中央對抗的標準，均難以用法律條文加以
規定，會依次由提名委員會委員、香港選民及
中央政府判斷。他又提到內地一部電視連續劇
的一句台詞「老百姓心中有桿秤」，講愛國愛
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不是要寫入法律，意義
在於要在香港民眾心中架起這桿秤。
早前，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上海與立

法會訪滬團座談時，提出「四個一」，包括制
度須有利於選舉產生愛國愛港特首的「一個共
識」，強調特首必須擁護、全面準確地貫徹

「一國兩制」，既要效忠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特區，更
要效忠實行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雙負
責」、「雙效忠」的政治要求決定了行政長官必須由愛
國愛港者擔任。
他表示：「我們也不可想像一個不愛自己國家、與中
央政府對抗的人，能夠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把香港管
治好。我們很高興地看到，在這個問題上香港社會正在
形成共識。」
事實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去年底訪港，就引用已故
領導人鄧小平的多次公開講
話，強調特首必須由「愛國
愛港」人士擔任，與中央對
抗者不能擔任。
他強調說，根據基本法

規定，將來普選時不能排
除符合法定資格的人參
選，如何確保普選產生行
政長官符合「愛國愛港」
要求，將成為香港普選行
政長官時必須解決的主要
難題，但中央有信心香港
社會能夠找出辦法，確保
普選特首能夠符合「愛國
愛港」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早於上世紀80年代提出「愛國者治港」，並提「愛國愛港」三
大標準：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國家利益

和香港利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鄧小平在1984年6月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及標準，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

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
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1984年10月，鄧小平在談到過渡時期要推薦一批年輕能幹的
人參與香港政府的管理時提出：「參與者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
國者，也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1997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
還是搞資本主義，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
港同胞利益的事。」
鄧小平於1987年4月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也說

過：「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
人用普選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
人應當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
來嗎？」講話從一個側面提出了普選條件下，仍然必須堅持行政
長官由「愛國愛港」的人擔任的要求。
在香港實現普選的問題上，也必須確保「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特首，其中「愛國愛港」與遵從基本法及遵從中國憲法是一致
的，香港不能從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行動，鄧小平在1987年4
月曾言：「就是不能把香港變成一個推翻中國社會主義
制度的基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回歸彈指17年間，香港最快於2017年迎來歷史性行政長官普選，隨後立法會
普選。回望《中英聯合聲明》，僅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但基本法則明確交代「普選」概念，全國人大常
委會於2007年對普選時間表作出莊重法律承諾。時至今日，香港正值實現普選
關鍵時刻，中央政府同樣積極搭建溝通平台，甚至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歷史性
訪滬，務求締造更多有利條件，中央真心實意不容懷疑。
特首普選近在咫尺。特區政府為努力走完「五步曲」，中央官員和香港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均積極搭建溝通平台，與港人「有商有量」。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於諮詢期間，先後於其官邸舉行4場政改晚宴，並罕有地邀請
全體立法會議員與中聯辦法律部官員，在政府總部分批出席4場政改早餐
會，盼各黨各派透過溝通「求大同、存大異」。

中央官員赴滬晤反對派
中央甚至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歷史性訪滬。行政長官梁振英今年3月12日宣
布，中央接納特區政府建議，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於4月12日至13日，到上海
展開為期兩日的參觀訪問及研習交流，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秘書長兼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並順應反
對派要求，到上海與議員面談政改等問題。
王光亞在上海與香港立法會議員訪滬團座談時提出「四個一」：實
現特首普選的「一個目標」，根據基本法落實的「一個基礎」，制度
須有利於選舉產生愛國愛港特首的「一個共識」，及各界根據基本法的

規定實現普選的「一份責任」，強調特首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前所未有的巨大
飛躍，籲議員應放下一己之見，「求大同、存大異」。
當時，建制派顧全大局不惜提早退場，好讓10名反對派議員「如願以
償」，與中央官員作單獨會面。反對派會後稱，儘管雙方沒有收窄任何分
歧，但會面氣氛平和，故他們並沒有後悔訪滬，並期望雙方可持續對

話，又希望中央官員來港諮詢政改意見。身兼團長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則總結
形容，訪問團成功達至原先預期目的，行程獲議員高度評價。

張曉明承諾逐一約談議員
為延續「溝通大門」，張曉明當場展現最大誠意，提出於訪滬後2個月內，不

論形式和地點，他願與沒有單獨談過的所有立法會議員，包括沒有出席座談會
的反對派議員，逐一約談。他還說，吃飯不吃飯都行，進不進中聯辦大樓都
行，悉聽尊便，希望某些議員不要再拒絕他，惟反對派仍然「心魔未釋」令溝
通膠着，至今僅晤葉建源一人。
張曉明早於去年7月出席立法會午餐會時，已表達三個願望：中聯辦願意與香
港各界人士包括在座的立法會議員真誠溝通；願意為立法會組團到內地參觀、考
察、訪問、研習提供協助；願意與香港各界人士為順利實現普選而竭誠努力。
正如白皮書所指，香港回歸前，英國委派總督在香港實行了150多年的殖民統
治，《中英聯合聲明》亦僅規定「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
央人民政府任命」；回歸後，基本法則明確交代「普選」概念，明確規定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普選產生，使之成為法定目標，全國人大常委會
並於2007年承諾普選時間表。中央推進普選決心毋庸置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提委會代表性廣泛
按民主程序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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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還闡明了堅持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具有法律依據，並指出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也是基本的政治要求，否則「一國兩制」實踐
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難以切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故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
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士。

中央溝通門常開
香江普選夢可圓

中央連番強調
對抗者不能當特首

鄧小平：愛國愛港三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香港特區政府快將啟動

「五步曲」，全速落實普選目標，惟反
對派堅稱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
選」，不斷鼓吹偏離基本法的建議，為
普選增添障礙。過去一年多，多名中央
領導人，包括習近平、張德江、俞正
聲，以及相關部門的負責人，都公開表
明普選必須「依法辦事」，符合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香
港不能脫離法治軌道，不能另搞一套，
並質疑有人「揣着明白裝糊塗」。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0月於印尼峇

里會見特首梁振英，已明確提到希望特
區繼續堅持依法施政，抓好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工作。梁振英會後引述說，習
近平主動提到2017年特首普選的公眾
諮詢，強調中央立場是一貫的、明確
的，希望香港各界能夠按照基本法規定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並強調香港
是法治社會，香港政府與全社會都應依
法辦事。

張德江：普選制度要符合基本法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分別在3月4日及3月
6日，參加了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
組會，及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團審議，並
發表了兩篇重要講話，強調了全面、準
確地理解和把握「一國兩制」方針的重
要，並闡述了中央對香港普選問題的
「一個立場，三個符合」：
張德江的「一個立場」是指，堅定不

移地支持香港根據基本法循序漸進地發
展民主是中央的一貫立場，並批評有部
分人無視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過程和現
實情況，「揣着明白裝糊塗」，需要高
度警惕。
「三個符合」是指，行政長官普選制

度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符合香港基
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
標準。第一個符合是，行政長官普選

制度要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在設計香港行政長
官普選制度時，不能脫離香港是直轄於中央的一
個地方行政區域的現實，生搬硬套其他國家的普
選模式，並強調了社會各界均衡參與的原則。
第二個符合是，特首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基本
法的規定，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基本法作

出的一系列有關決定。張德江表示，各界應當堅守
法治這一基本底線，也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任何有損
香港市民福祉、破壞社會安寧、削弱香港國際航
運、貿易、金融中心地位的行為。
第三個符合是，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的標

準，「這是一個起碼的政治常識」。張德江並於兩
次主要講話中，要求港區全國人代和全國政協委
員，在香港政改問題敢於發聲、善於發聲、集體發
聲，說明中央的誠意、決心和原則立場，並主動批
駁錯誤言行，及譴責各種破壞法治、搞亂香港的行
為，讓市民有機會做出正確的判斷。

俞正聲：依法推動香港政制發展
今年5月22日，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京會見香

港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訪京團，同樣提到「四點希
望」，包括依法推動香港政制發展等。他指出，香
港人對普選的意願是非常積極的，相信過程中香港
市民不想看到任何與中央對抗的行為。去年9月18
日，俞正聲提出，香港不能脫離法治軌道，堅持依
法治港是「總方針」。
今年4月立法會歷史性訪滬，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再次強調，按照基本法規定的，提名委員會是唯一
的、法定的提名機構，「法的基礎就是基本法，提
名委員會是按照基本法所規定的唯一的、法定的提
名機構。如果要依法辦事，這個是大家應該有的共
識。如果確定2017普選目標實現，必須依法辦
事，這個法不是從別的地方拿過來，只有
是基本法」。
同場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則指出：「通俗地說，就
是提名的整件事情包括提
名的全部程序都歸提委會處
理；用法律術語講，就是提委
會是唯一的提名機構，提委會的
提名權具有專屬性和排他性。不知
這是真不懂還是『揣着明白裝糊
塗』……這些人講法不過是高要價，但
再高的要價也不能公然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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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愛國者治港是基本政治倫理
白皮書：香港政制一直穩健發展

香港回歸17年來，民主政制依法
穩步推進，最快於 2017 年迎來
「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普選，隨
後的 2020 年可普選立法會。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
書，再次闡明中央對港的「莊嚴承
諾」，強調中央繼續支持香港依照
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發展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制。「行政
長官及立法會普選是中央政府作出
的莊重承諾」，但特首和立法會普
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符合基本法及人大有關
決定。
白皮書在第三章提到，在中央政府

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特區政府團
結帶領香港各界人士，攻堅克難，砥礪
奮進，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保持香港社會經濟政治大局穩定，
包括民主政制依法穩步推進。
針對回歸前後的民主發展，白皮

書說，香港回歸前，英國委派總督
在香港實行了150多年的殖民統
治；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和立法
機關由當地人組成，行政長官在當
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
生，由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機關由選
舉產生，當中基本法更明確規定，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最終由
普選產生，使之成為法定目標。

選委會規模已擴至1200人
特區成立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

堅定不移地按照基本法和人大有關
決定，推動以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
立法會產生辦法為主要內容的民主
政制循序漸進向前發展。
白皮書並提到，行政長官選舉的

民主程度不斷提高，由第一屆行政
長官人選經400人組成的推選委員
會選舉產生，第二至第四屆行政長
官人選經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選
委會的規模由 800 人增至 1,200
人，並以四大界別人士按相同比例
組成，體現了均衡參與，具有廣泛
代表性；而立法會選舉的直選因素
亦不斷增加。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可由
普選產生，在特首普選產生後，立

法會選舉亦可普選產生，為特首及
立法會全部議員普選設定了時間
表。
香港不出3年可普選行政長官。在

第五章（四），白皮書強調，中央會
繼續支持香港特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
循序漸進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
主政制，「行政長官最終達至由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
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最終達至
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是中央政府
作出的莊重承諾，並體現在基本法和
人大有關決定中」。

繼續發展是中央莊嚴承諾
普選是中央對港的「莊嚴承

諾」。白皮書強調，中央真誠地支
持香港的民主政制向前發展，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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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作為直轄於中央政府的地方行政區
域的法律地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
有關決定。

至於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
必須是「愛國愛港」人

士，深信只要香港社
會各界按照上述原則
務實討論，凝聚共
識，就一定能夠實現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全部議員最終由普
選產生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
者鄭治祖

依法普選

愛國者治港

依法普選

愛國者治港

宣示立場宣示立場 選舉點票選舉點票

溝通政改溝通政改

高官宣誓高官宣誓

議員宣誓議員宣誓

法官宣誓法官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