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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才俊挺白皮書助識「一國兩制」
政制發展關鍵時刻 指點方向正本清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群、陳熙）國務院首次公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全面總結了自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經

驗，強調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

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

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

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

候都不能偏廢。香港青年才俊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白皮書有助香港社會各界全面準

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並

在香港政制發展的關鍵時刻，指出了正確方

向，有正本清源之效。

香港中華廠商會副
會長吳永嘉表示十分
支持白皮書的內容。
他說，自上世紀80年
代初，「一國兩制」
提出以來，中央政府
第一次以白皮書的形
式重申、明確對香港
的基本方針政策，把
回歸17年來中央對香
港的各種關心支持以
及「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的偉大成就進行系統總
結，並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進行了梳理歸納，全
面準確地表達。
他續說，白皮書從5方面對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進行了深入闡述，包括「一
國兩制」的含義、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威、
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堅定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以及繼續推動內
地與香港交流合作等 ，向大眾清楚陳述「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精神內涵，並充分展示了中央會繼
續大力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決心和誠
意。

依法普選可望水到渠成
吳永嘉強調，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國家的主權問題必須落實，只有全面理解「一國」
和「兩制」的關係，認識「一國」是實行「兩制」
的前提和基礎，確保政改討論在法治框架內進行，
本港的特首普選才可望水到渠成。
同時，白皮書對中央權責的說明，也宣示中央對

於政改等問題上的立場和「底線」。白皮書明確指
出，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
關決定的規定，經普選產生的特首人選必須是愛國
愛港人士，清晰地為政改劃下底線，對於社會討論
政改方案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吳永嘉：總結治港方針
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青委會主任黃楚
恒指出，香港自
1997年回歸以來，
迄今已有17載，在
社會建設、經濟發
展等多個範疇上，
都得到國家的大力
支持，使得社會經
濟得到長足的發
展。國家即使恢復
對香港的主權，仍
切實地履行基本法所賦予「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治港原則，令香港人一直處於社會安定，經
濟增長的生活環境。
他坦言，香港社會近期對政改方案鬧得沸沸揚
揚，議會內外紛擾不休，不但對社會穩定帶來衝
擊，亦同時因內耗不斷而令更多重要的民生及經

濟議題受到阻礙，甚至停滯不前，這長遠而言對
香港未來發展帶來很大窒礙，對下一代的個人發
展更會帶來嚴重影響。

全面準確解讀「一國兩制」
黃楚恒認為，在這風雨飄搖之際，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適時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踐》白皮書，清楚闡釋了「一國兩制」的
方針政策及治港精神和原則，實在來得及時且一
針見血，對香港社會各界全面而又準確地認識及
解讀「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確實起到了指導性
的作用。
他期望社會各界藉着白皮書的發表，能夠就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理念及實踐進行深層次
的檢討和反思，並且齊心協力、堅定不移地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能
順利執行，以求共同維護香港社會安定、經濟發
展和市民大眾的福祉。

黃楚恒黃楚恒：：政爭窒礙發展政爭窒礙發展

香港菁英會常務
副主席盧金榮表
示，雖然香港回歸
祖國已17年，市民
對「一國兩制」及
基本法都知道，但
具體的內容可能又
不是那麼清楚，
白皮書系統總
結中央治港的
方針政策和
「 一 國 兩
制」在港落實的經驗，有助廣大市民全面了解

中央對香港支持，尤其是香港回歸的歷史背景，回
歸以來中央對香港社會民生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嚴
格按照「一國兩制」的方針，支持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
他認為，白皮書強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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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對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具有巨大而深遠的意義，而白皮書所傳遞
的依法治港精神和原則，對於處理、解決當前香港
的一些問題，包括政制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特殊現
象、特殊事件，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作用。

維護港人福祉無妥協餘地
盧金榮指出，通過白皮書，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佔中」組織者提出的「公民提名」方案，亦與基
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有關規定相悖。希望社會
上少些爭拗，回到討論政改的正軌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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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底線既是「一國」原則的要求，也是為了
維護港人根本福祉，絕對沒有妥協的餘地。
他並希望香港年輕人能花時間，全面閱讀白皮書

內容，而非看部分簡單的報道，這對全面了解中央
的立場非常必要。

盧金榮：意義巨大深遠
民建聯中常委、

觀塘區議員洪錦鉉
表示，「一國」是
治港的前提，特首
愛國愛港不容質
疑，「這是很自然
的事情，沒得質
疑。」白皮書是中
央對港方針的全面
陳述，與中央一直
以來表明的立場、
態度一致的，是
「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指引，並為大眾提供一
個溝通的依據和渠道。
他續說，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它的高度自治

來源於中央的授權，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就
有多少權，並不存在剩餘權力的問題。白皮書對
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和監督權進行了明
確的闡釋，有利社會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

領會精神糾正錯誤認識
洪錦鉉強調，白皮書同時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
的誠意，也表明中央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的發展。
希望大家多讀白皮書，好好領會當中的精神，糾
正錯誤認識。也鼓勵年輕一代多了解白皮書內
容，準備理解《基本法》和「一國兩制」。
他並提醒「反對派」勿再製造謠言，曲解中央
的意思，並勸誡某些人士「不要自己騙自己」，
中央的態度和立場已十分明確。

洪錦鉉：政策實踐重要指引

重慶市政協委員、
香港社會福利服務從
業員協會副會長勵娜
表示，白皮書一方面
是回顧總結「一國兩
制」成功的經驗，概
括了中央對香港的各
種支持、扶植措施；
另一方面也是對「一
國兩制」基本原則再
次進行明確，重申了
一些重要原則立場，為普選指出方向。
她認為，白皮書是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一次重要

宣示，對未來「一國兩制」實踐具有重要指導意
義，有助港人，尤其是青年一代詳細全面的理解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年輕人都應看看白皮
書，對香港的歷史及未來有準確和清晰的認識，
「不同媒體有不同聲音，年青人應具備獨立思考的
能力，不能人云亦云。」

特首須愛國愛港毋庸置疑
勵娜強調，中央通過白皮書全面表達了對香港政

改的原則立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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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港的政治底線，對普選的討論具有立牌指路的作
用，尤其特首必須愛國愛港是毋庸置疑的。

勵娜：為特首普選指出方向 香港工商總會青
年網絡會長王槐裕
非常認同中央政府
在香港當前局勢下
發表《「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因在香港很多
青年人不清楚、不
明白中央政府與香
港的關係，常常被
人誤導，而中央發
出的這份白皮書，再一次清楚解釋「一國兩制」
方針政策，可以讓港人尤其是香港青年人從中了
解更多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他說，白皮書中對香港順利回歸經歷的過程

及走過的歷史給予詳細闡述，在白皮書中我們
可以清楚看到香港回歸17年來，中央政府大力
支持香港的經濟民生發展，促進香港社會繁榮
穩定，這猶如給港人打了一劑好大的「強心
針」，令港人感到祖國是香港發展強有力的後
盾。

勿被煽動破壞繁榮穩定
王槐裕強調，內地與香港應創造更多的雙贏局
面，應互相合作，互補長短，發展好經濟民生。
中央政府自香港回歸17年來都盡自己最大的本能
支持香港，希望香港發展得更好。香港的年輕人
應爭取多到內地，多了解內地的發展，多走出去
看世界，多點遠見，而不應只局限在香港一個小
地方，更不要被身邊激進的人影響到，做出不利
於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事情。

王槐裕：助青年清楚中央政策

香港菁英會
副主席甄韋喬
指出，基本法
已在香港實踐
了17年，中央
就香港目前的社

會環境及政治氣
候，重申中央與香港
的關係，以《「一國兩
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實踐》白皮書形式來
表述，向全世界乃至香
港清楚說明，依照基本法實行「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必須以「一國」為原則及前提。
他續說，白皮書重申了中央對香港的權力，有
助港人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含義，更有助
香港社會在法治框架下，在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

決定下討論政改，從而排除不必要的干擾因素，是
一件好事。

社會大眾須分清是非黑白
甄韋喬強調，香港作為自由民主的社會，在社會

上有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現象，只要是對市民大眾
有利的，令大多數人受益，政府就不要介意反對的
聲音，應把握大的發展方向、政策，堅定去做，但
大家要分清楚哪些是對的、是對大多數市民好的，
是對香港整個社會發展有利的。
他批評，目前社會上出現的凡事必反，用暴力、

衝擊的手法破壞社會安定，必須受到強烈譴責。目
前，香港的年輕人政治參與度低，對政治較冷淡，
他希望政府及社會應投放多啲資源，多方面培養年
輕人關心時政，令年輕人對國家及香港社會有較全
面的認識，以避免看問題不夠全面，受偏激及片面
接收到一些負面的想法就去參與。

甄韋喬：向世界闡明「一國」原則
香港學生發展

委員會創會主席
龍允生表示，通
過白皮書，香港
人可更清晰及全
面了解到中央對
香港看法，對香
港的政策及民生
發展的支持，香
港是中國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主
權 屬 於 中 央 ：
「香港的發展無論是政治民生等，中央對我們
的影響都好重要。」
身為「90後」的他形容道：「中央與香港的關

係，就好比爸爸與囝囝的關係，其實香港應該明

白我們有一個對我們好好的爸爸，我們做事情有
時不能只顧自己的想法，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應
該了解下爸爸的想法，要尊重爸爸。」

與中央建溝通互信橋樑
很多香港年輕人都不了解白皮書的內容，他

建議政府或民間機構應該深刻研究及了解分析
白皮書內容，大力推廣宣傳，中央並可定期表
達意見，建立大家溝通互信的橋樑。
龍允生坦言，因父親龍子明從事青年工作，組
織青年交流團，自己在中一開始已有機會參與內
地交流，也因此與內地朋友結下深厚友情，對國
家情感由此建立，令他今天對國家發展有份使命
感。因此，香港年輕人要多參與交流，大家對國
家有了了解，才會產生發自內心的感情，他會致
力推動兩地青年交流工作。

龍允生：中央支持遍及經濟民生

■■多位青年才俊均認為香港年輕一代應多了解白皮書多位青年才俊均認為香港年輕一代應多了解白皮書
內容內容。。圖為香港青年遊覽北京長城圖為香港青年遊覽北京長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多位青年才俊均認為香港年輕人要多與內地

交流。圖為市民參觀駐港部隊軍營。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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