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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央和特區關係及監督權納入法制化軌道
白皮書正本清源，釐清「一國兩制」下中央權力與特
區權力的關係，十分及時，影響深遠。白皮書釐清了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特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
的特殊管理制度。在這制度下，一是中央依法履行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賦予的全面管治權和憲制責任，有效管治
香港特別行政區；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
自治，中央同時依法行使監督權。這是把中央和特區
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的軌道運行。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同時也是「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基礎。「兩制」和「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必須建立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的
國家主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基礎之上。在這個前
提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依照基
本法實行高度自治。從法理上講，高度自治是一個相
對範疇，儘管它描述的是特區所享有的權力性質、範
圍和程度，但在單一制體制下，特區的權力與中央的

權力是一個有機整體，高度自治是相對於中央的權力
來講的，同時也映射了中央的權力。
不能只主張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而排斥中央政府

的全面管治權和憲制責任，不能只講特別行政區的權
力和權利，不講其責任和義務
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應當與切實維護中央的權威和
國家的利益有機結合起來，決不允許極少數人在特別行
政區進行針對中央政府和分裂國家的活動。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高度自治，應當與國家的政制以及憲法和基本法
的規定有機結合起來，不能只主張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
治而排斥中央政府的全面管治權和憲制責任，不能只講
特別行政區的權力和權利，不講其責任和義務。白皮書
釐清中央與特區的權力關係，有利於繼續推動「一國兩
制」實踐沿着正確的軌道向前發展。

防範和遏制反華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
白皮書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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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面臨雙普選，美英加
緊干預，而香港內部的外國勢力代理人加快醞釀「佔
中」和策動「公投」，以迫使中央接受他們違反基本
法的政改方案。白皮書特別警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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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表述有的放矢，針對的是香港社會中一些
人忽略中國憲法，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甚
至企圖搞「港獨」。
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洪坦承：「與大多數的英國殖

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
而是一個對中國關係的問題。」
香港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其實曾經統治

香港的英國人對此也一清二楚。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
洪坦承：「與大多數的英國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
的政治問題不是自治或獨立，而是一個對中國關係的
問題」，「因為香港永遠不能宣佈獨立」。1966年9月
2日，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弗雷德里克．李(Fredrick
Lee)在香港公開指出：「香港的政制發展有明顯的限
制，因為香港不能像其他屬地的演變一樣，希望達成
自治或獨立的地位。」英國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時，才
無視「香港永遠不能獨立」的事實。就在中英談判進入
尾聲時，英國開始在香港拋出「還政於民」的口號，刻
意作出把香港「在短期內完成獨立或自治」的部署。實
際上，英國扶植的政治代理人，就企圖把香港特首普選
當作主權國家的選舉。目前，不承認香港普選只是地方
性的選舉，並非主權國家的選舉，是反對派在特首普選

問題上的要害。

絕不允許反華
力量篡奪香港
特區管治權
回歸後，絕大部分

港人完全無意搞「獨
立政治實體」或「港獨」，這是客觀事實。雖然說從法
理及客觀條件而言，香港根本沒有任何「獨立」條件及
依據，但這不等於香港沒有人想搞「港獨」。近年來，
反對派策動「去中國化」搞「港獨」，繼「反國教」之
後，又掀起多起與「港獨」有關的行動，特別是近月來
反對派催谷「電子公投」，千方百計誘騙市民投票，為
「公民提名」以及發動「佔中」製造虛假的民意支持，
為反華力量意圖篡奪香港特區管治權鳴鑼開道。
白皮書強調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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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香港政改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特首
普選的最大問題，就是不能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
首，若由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將會威脅國
家安全，損害香港長遠利益。白皮書強調堅持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絕不允許反華力量篡奪香
港特區管治權，宣示的是「一國兩制」的底線。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時事評論員

白皮書正本清源激濁揚清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

特別是香港社會有一些人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

觀點都與此有關。白皮書正本清源，激濁揚清，撥亂反正，廓清一些不正確觀點，不僅有助香

港市民及國際社會全面認識「一國兩制」，而且有助香港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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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志強

《星島日報》社評認為白皮書可防範香港管治脫軌，提到「在
本港步向設計普選行政長官機制的重要政治轉折時刻，中央發表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務求釐清對
港的憲法權力，包括有權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顯示中央正加強
防範本港管治脫軌，社會離心，逐步削弱中央對港主權的行
使。」社評又指「佔中」發起人以為白皮書是針對「622公投」和
『佔中』而來是抬高自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這本《白皮書》
一出，『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就形容是衝着本月民間公投和日
後的『佔中』而來，這未免太抬舉自己，藉此催票。中央用了一
年的時間，準備這本官方宣示政策文件，再翻譯成七國語言，不
會是為了針對個別一兩樁事件，而是針對本港已經發展了一段時
日的政治氣候，上述事件只是這股氣候中的一些風雨。」
《經濟日報》社評亦提到白皮書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的意
義：「在本港政改爭議續陷僵持之際，國務院新聞辦昨發表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是回歸17年
來首次，強調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並詳列中央在政治、經
濟、外交等權力。中央此舉是認為香港在回歸以來，偏重「兩
制」而輕「一國」，故須明言糾正，惟此時此刻發布白皮書，相
信更有對香港與國際兩方面的考量。」

炒作白皮書「威嚇論」不公道
《新報》社評則認為白皮書客觀總結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的事實，「根據這2.3萬字的官方文件內容，洋洋灑灑地敘述了從
香港回歸，至『一國兩制』的正式實行，以至在『一國兩制』實
行了的這17年之間，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種種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具有大量數據的客觀事實。由於這些
都是有根據的事實，所以也是無從質疑的。」
《成報》社評謂白皮書具協助港人了解在「一國兩制」下依法

推動普選的意義：「平心靜氣地看『一國兩制』白皮書，這一文
件對香港其實是有意義的，至少限度，它讓香港人可以更清楚明

白中央對香港政治發展和政制改革的立場、政策以及底線。建制派可以知道應該
擁護甚麼，反對派可以明白中央的限制達到甚麼程度。在法治地區進行政治鬥
爭，無論或正或反，是擁護還是對抗，都要講法律，都要講策略，一味猛幹蠻幹
是不行的，最終也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得不償失』，那就不符『成本
效益』了。」
《星島日報》發表署名文章，認為外界有人炒作白皮書「威嚇」港人的議題不

公道，「白皮書以國務院高規格形式公布及以七國語言向全球發放，是中央面向
全球作出承諾、道出方針，在在顯示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及實踐承諾的決心；中央
同時表達支持香港的民主制度及經濟社會管理方式向前發展，更願意隨時借鑒香
港的成功經驗，改進內地制度，反
映出真誠和開放的態度，如果論之
為『打壓』、『恐嚇』，實在有欠
公道，亦錯過了抓緊中央的普選承
諾，去實現港人普選夢的機會。」
《明報》分析文章提到白皮書羅列
的情況正反映中央對香港的認同，各
界應正面理解白皮書，指出「政府也
好，建制派也好，均苦口婆心說，中
央發表白皮書並無惡意，大家應正面
看待。政府便提醒傳媒，白皮書的附
錄，透過(一)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有關情
況；(二)內地與香港交流合作有關
情況，羅列了香港回歸以來的成績，
例如港人的人均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
七位、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貿易經濟體
等等，反映中央對香港的認同。」

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計劃撥款申
請，遭到反對派激進團體有組織的示威阻撓
破壞，令到財委會會議被迫腰斬，撥款申請
無法通過。
從電視新聞畫面所見當晚立法會的攻防

戰，有兩點值得社會關注，一是示威者是有
部署、有組織、有計劃而來的；二是示威者
與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進行衝擊搏鬥，完全
失去理性，不聽勸喻，令立法會大樓受到嚴
重破壞。
說示威者是有組織有計劃，指的是參加的

人，除了少數是當地原居民之外，其他大部
分都是屬激進團體如「學聯」、左翼二十一
等，大多數是熟口熟面的示威常客。而大多

數真正的原居民卻在另一邊示威區支持撥
款。由此可見，當地原居民大多數都是支持
撥款，支持政府徵地和發展建屋計劃，只有
極少數者被人唆擺站出來示威反對。
反對派今次有組織有計劃暴力衝擊立法

會大樓，阻撓發展新界東北計劃撥款，是
一起嚴重暴力行為，目的就是為反而反，
凡是政府作出有利於社會發展及民生改善
的，他們都不惜一切進行反對、干擾和破
壞。早前，政府為開拓住屋用地解決市民
住屋問題，在大埔龍尾灘計劃增建房屋土
地，亦遭到一個所謂以環保為名之「守護
龍尾灘大聯盟」的阻撓，提出司法覆核，
令到政府增加用地興建住屋計劃受阻。類

似事件多不勝數。近年來，反對派不斷改
變他們亂港手段，除了慣用「關注組」之
名反對和阻撓政府的每一項發展計劃，近
期又以甚麼環保組織，提出所謂環保理由
阻撓政府各項發展計劃。又例如政府要在
屯門海邊填海發展用地興建住屋計劃，反
對派又匆匆地成立一個所謂保護白海豚之
類的環保團體，反對政府填海工程。
凡此種種，無論填海也好，徵地也罷，甚
至拆舊重建，反對派都有許多藉口，反對政
府進行發展，一於令到政府寸步難行，一事
無成。這就是反對派為反而反的最大目
的——亂港。

衝擊立法會意在亂港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白皮書是反中亂港者的「哀的美敦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為題發表白皮書（以下簡稱「白皮書」），是首次以一個地
區為題發表白皮書，其中有着特別深遠的意義。白皮書洋洋二萬
多字，巨細無遺地介紹了香港自回歸以來的發展、成就、法制等
和「一國兩制」息息相關的問題，但歸納起來其實只有三個重
心：一，「一國兩制」在香港回歸以後取得巨大的成功；二，香
港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中的角色及其權力；三，堅持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

「一國兩制」維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香港背靠強大的祖國，回歸近17年來，能夠保持經濟上巨大

的增長，在世界上保有傲人的競爭地位，只要粗疏的看看白皮書
所列舉的數字，便足以令人感到熱血沸騰，顧盼生輝。
1.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由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至2013年的

2.12萬億港元，年均實質增長3.4%；香港的財政儲備由1997年底
的4575億港元增長至2014年3月底的7557億港元，香港外匯儲備
由1997年底的928億美元增長至2013年底的3112億美元，增長了
2.35倍；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位居全球第35位，人均本地生產總值
位居全球第七位。
2.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銀行中心，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銀行中有

73家在香港營業；香港是亞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
2013年底股市總市值達24.04萬億港元，在香港進行的首次公開
招股集資總額達1665億港元，居全球第二位；香港還是全球第
五大外匯市場，金融業發展指數位居全球首位；「全球金融中心
指數」排名中，香港位居全球第三位。
3.香港是全球第九大貿易經濟體。2013年對外商品貿易總額達

7.62萬億港元，比1997年的3.07萬億港元增長1.48倍；香港是
全球最重要的外來直接投資目的地之一。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
會議《2013年世界投資報告》，香港在吸收外來直接投資方面
位居全球第三位。
回歸後的香港仍充滿活力，穩步向前，試問，若非擁有「一

國兩制」的優勢，香港能有如此氣場，在國際金融風暴中談笑用
兵，輕舟強渡嗎？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白皮書用不少篇幅說明
「一國」與「兩制」的關
係，特別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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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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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些人認為回歸後的

香港可擁有獨立自主的權
力，這是英國當年放棄香港
的條件。其實，這只是某些人一廂情願的說法。因為，無論英國
願不願意，香港是一定要回歸中國的，中英談判時鄧小平就曾擱
下一句狠話，「如果談不成就叫娃娃們去收回來」，可見「一國
兩制」的構想，並非是和英國妥協的條件，而是對香港七百萬人
的關懷和體諒，是中國政府為實現包括香港人在內的全國各族人
民的百年夙願，讓香港回歸祖國，走上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
同發展的寬廣道路。

「愛國者」治港防「一國兩制」實踐偏向
白皮書強調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指出如果

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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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句老實話，「愛國者治港」根本就是人所共識的話題，為

什麼香港回歸17年，還要向港人絮絮不休的作老生常談呢？回
顧17年來的風雨，那是值得我們多作反省的沉痛教訓。
早在多年前，在下已經第一個提出「五十年不變並非五十年

不管」的質疑，香港雖然高度自治，但絕不能完全放棄國民教
育，否則兩制便有可能被人利用，香港便會發展成纏死社會主義
祖國的薇金菊。可惜，有關人等沉醉在和諧之風中，在顏色革命
的風雲下仍和反對派把盞談心，遂令香港逐步陷入今日的窘境。
事實上，回歸17年，儘管政府部門大樓飄揚着中國國旗和特區
區旗兩面旗幟，每逢七一、十一升旗都是升國旗、唱國歌，但香
港依然亂象叢生，港府施政內外交困，屢被立法機關「拖後
腿」，迫在眉睫的有外部勢力攪局，「622政改公投」舉行在
即，亦有激進團體揚言七一遊行後預演「佔中」。
有人將「白皮書」喻為對香港反對派「遲來的警告」，這也

不無道理，但更恰當的應是給反對派的哀的美敦書，因為在政
改問題上，中央政府禮數已盡，道理講完，雙方也再難有退讓
的餘地了。小時候都聽過一個古老的童話故事「漁夫和金
魚」，說的是漁夫夫婦得到金魚神的祝福，改變了貧困的命
運，要錢財有錢財、要房子有房子，但漁夫的老婆貪心不足，
竟想當女皇，讓金魚當僕人侍候自己，結果金魚發怒了，天上
布滿烏雲，雷聲隆隆，一切被打回原形，漁夫最後變得一無所
有。如果香港的反對派有足夠的政治智慧的話，應在這個故事
裡找到應有的教訓。

白皮書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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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絕不可能和中央政府分庭抗

禮。香港政治野心家企圖把香港搞成自成一國、與

中央南北對峙，只是在西方催眠曲下的白日夢。如

果反對派仍執迷不悟，繼續借政改問題拖特區政府

後腿、把香港變成外部勢力顛覆中央政府的基地，

那麼白皮書就是對反中亂港者的哀的美敦書

（最後通諜）！

■責任編輯：楊 友 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上周

二發表《「一國兩制」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

白皮書，首次全面總結「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歷程，

強調「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是香港

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在「一國

兩制」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並對

香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權具有監督權力，社會需全面準

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輿論認為，香

港回歸以來出現偏重「兩制」而輕「一國」的情況，

發表白皮書有助釐清中央對港憲法權力，糾正回歸以

來偏重「兩制」的問題，防範外國勢力干預及香港管

治脫軌。輿論亦提到，白皮書羅列中央對港支持，反

映中央對港認同，外界指白皮書要「威嚇」港人是別

有用心，呼籲各界正面看待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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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新聞辦發表白皮書，首次全面總結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歷程。

■梁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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