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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書陳佐洱預警：「佔中」威脅港金融

警惕外力藉港干預中國內政 破壞「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等不斷試圖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香港反對派也勾結

外部勢力，試圖破壞香港的「一國兩制」。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原國務院港澳辦常務

副主任陳佐洱昨日在港表示，香港是中國資本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要地，但近

年出現了令人不解的現象，包括超級對沖基金在內的廿多家國際金融機構來港落戶，「佔

領中環」的威脅同時蔓延到金融界，這些都可能是動搖香港經濟的主要途徑手段。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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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新聞刊A14版）

被譽為國務院港澳辦轄下「超級智囊」的全國港
澳研究會，昨在港舉辦題為「香港經濟發展面

臨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會，討論國務院首次發表的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
書，並邀請了9位「重量級」專家學者主講，包括
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上海社科院
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尤安山、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
香港工商專業聯會主席黃友嘉、恒生銀行執行董事
馮孝忠等。

痛心：揮「米字旗」港削競爭力
陳佐洱在致辭時坦言，香港回歸後，他曾為香港
感受過兩次痛心：一是有少數香港年輕人，揮舞
「米字旗」，更高喊「香港的唯一出路是獨立建
國」等；二是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最新全球競爭
力排行榜，香港首次跌出了三甲，究其原因，主要
是香港內部過多、過激的人為爭拗，拖慢了香港的
步伐，且令到香港在過往10多年裡，錯失了一次又
一次與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機遇（見另
稿）。
他表示，身為研究港澳問題多年的學者及退休官
員，他贊同港澳辦新聞發言人上月表明，「行政長
官和政府官員到立法會履行工作職責必須得到尊
重，立法會的正常秩序應得到有效維護。反對任何
濫用議事規則，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進行干擾、損
害香港公眾利益的行為。」

批「明知故犯」 難忍蠱惑青年
他並批評，「佔領中環」是明知違法不可為而為
之的違法言行：「我也反對所謂『佔領中環』的違
法言行，一旦成事，對於經濟民生造成的後果難以
估量。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明知違法不可為而
為之，還要蠱惑青年，誤人子弟，誤人前程，於心
何忍呢？」
陳佐洱指出，香港回歸以來，特別是CEPA實施
後，與內地的經濟融合進一步加快，經濟不斷向服
務業聚集，目前佔比已超過93%，並形成了高端金
融服務業和低端商貿服務業，維持經濟增長及就

業人口的兩大核心產業，「凡是要動搖香港
經濟基礎、引發社會動蕩的勢力，就必然
要把衝擊乃至摧毀這兩大基石作為主要途

徑和手段。」

1998亞洲風暴教訓堪記取
他指出：「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引發香港政經
危局的歷史教訓值得記取，當時正是國際勢力的介
入與博弈，使香港金融經濟領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
嚴峻局面。」
陳佐洱解釋，香港歷來是國際投資者公平競爭的
「聚寶盆」，國際投資者和香港本地投資者共同構
築了香港金融經濟的繁榮，基本法有關規定始終為
此提供充分保障。不過，近期出現一些現象卻令人
費解。
他續說，隨着人民幣不斷升值，香港金融業各式

各樣的跨境套利、套匯等活動頻現，特別是美國量
化寬鬆貨幣政策實施後，國際金融資本在香港的流
動和聚集更加活躍，「2010年以來，已有包括超級
對沖基金在內的廿多家國際金融機構來港落戶，他
們之目的和策略尚不為外界所知。」

疑營造港金融不穩錯誤預期
「與此同時，蔓延到金融界內部的鼓吹『佔領中
環』威脅，恐怕就是意在國際上營造香港金融環境
將不穩的錯誤預期。」陳佐洱指出，「也就在這
時，那位自詡為『中國老朋友』、曾長期在高盛從
業的某國前財政部長也在電視採訪中『唱空中
國』，評貶中國銀行業『已經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
危機各國的狀態一樣嚴重』。這究竟是為了甚
麼？」

戰略要地助中資外闖人幣國際化
他強調，防範和化解香港經濟金融危機，既是維

護香港政治社會穩定安全的重大挑戰，也是維護國
家經濟社會安全的重大挑戰，「在中國崛起和人民
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香港作為中國唯一的世界城市
和國際金融、商貿中心，是中國資本走出去和人民
幣國際化的戰略要地，有外部勢力覬覦也不奇
怪。」
最後，陳佐洱引用白皮書的結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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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的實施。」

美認無胸懷智慧實行「一國兩制」
香港回歸17年來，

「一國兩制」取得舉
世成就，前港澳辦副
主任陳佐洱昨日強

調，「兩制」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處、
相互促進、長期並存」，這是史無前例
的，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寬闊胸
懷和高度智慧。他又透露，他在香港
回歸前，曾問當時的美國駐港副總領
事：「美國有沒有胸懷智慧實行資本
主義以外的制度？」答案是美國做不
到，「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就說到做

到。」

「兩制」和平共處證胸懷智慧
陳佐洱昨在港出席研討會時指出，

「兩制」在一個國家內「和平共處、相互
促進、長期並存」，這是史無前例的，這
體現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寬闊胸懷和高度
智慧，並憶述自己在回歸前，曾與當時的
美國駐港副總領事史萊克的一次交談。

史萊克認「美國做不到」
他透露，自己當時問史萊克：「在你

們美國，你們有沒有這個胸懷、那麼一個
智慧，能拿出一兩個州實行資本主義以外
的制度嗎？封建主義或者是社會主義？」
史萊克承認，「美國做不到。」
陳佐洱指出，香港回歸17年了，說明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說到做到」，「17
年過去，大家都看到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卻
說到做到了。既然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
了香港特區的憲制基礎，那麼特區就應該
遵守、尊重、理解憲法，尊重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在昨日「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
挑戰」研討會上，前港澳辦副主任的陳
佐洱致辭時說，香港特區各項事業取得
全面進步的同時，「一國兩制」在香港

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港社會還有些人沒
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以至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
他又提到對港的「兩次痛心」：包括香港街頭出現
「米字旗」，以及香港競爭力排名跌出三甲。他呼籲
香港不要再當「龜兔賽跑」的「睡兔子」。

「每位國家領導均心繫香港」
與香港結下不解之緣的陳佐洱，在致辭中提到，他

先後在三任總書記、一任委員長、三任總理和三任國
家副主席領導下，從事涉及港澳的一些具體工作共
26年多，「（我）可以負責任地對各位說，每一位
國家領導人的個人風格或許有所不同，但他們都是時
時刻刻把香港、香港同胞放在心裡的，他們是全國港
澳工作者的榜樣。」

青年不懂「國史」亂揮「米字旗」
他續說，自己已垂垂老矣，但後半生與香港結下不

解之緣，故一直對香港有着難以割捨的感情和期待。
在與700萬同胞一起為香港取得的每一個進步歡欣鼓
舞的同時，也曾感受過「兩次痛心」。「這兩次痛心
感受，恐怕是自己在實踐『一國兩制』過程中遇到的
新情況。既然是新情況，就得去研究、分析，去迎接
挑戰，一旦贏得了挑戰，就創造了新的機遇。」

陳佐洱憶述「第一次痛心」：「兩年前，我在香港

與20多個青年團體座談回答提問時說，看到少數廿
歲上下的年輕人揮舞『米字旗』；唱英國國歌；在街
頭、中聯辦、解放軍營門口打出標語，呼喊『中國人
滾回中國去』、『南京條約萬歲』、香港唯一出路是
獨立建國時，我感到痛心。」

他強調，「米字旗」不應該出現於香港街頭，而是
應該放進歷史博物館。他並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
兩次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及「一個民族的歷
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如果連自己民族
的歷史都不知道，還會有什麼前途與未來呢？」

他說：「現在20來歲的青年，回歸時才是牙牙學
語的娃娃，他們成長過程中，知道了多少中國香港的
歷史？為什麼回歸前，尚有45%、約5萬名中學生修
讀『國史』，而現在只剩下約7,000人選修呢？」

內部爭拗過多損競爭力
另一次痛心是香港競爭力在瑞士洛桑調查跌出三

甲。瑞士洛桑管理學院早前公布全球競爭力排行榜，
香港由前年第一降至去年第三，今年更加跌至第四，
是2005年以來首次跌出三甲；經濟總量方面，香港
在全國的份額，也已經從過去的20%多，降至3%。

陳佐洱直言，香港再沒有理由當「龜兔賽跑」中的
睡覺兔子，而是應該站在獅子山下，深究後進原因，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恐怕主要還是由於內部過多、
過激的人為爭拗，拖慢了當年享譽全球的『聰明、勤
奮、頑強、高效率、快節奏的中環腳步』，使得香港
在過往十多年裡，錯失了一次又一次與祖國內地優勢
互補，共同發展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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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回 歸 17 年
來，祖國始終是香
港繁榮穩定的堅強
後盾。在昨日「香

港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研討會上，前港澳辦副主任陳佐
洱即場分享了當年新機場運作初
期癱瘓時，中央作出了「及時
雨」援助，成功提升外界對新機
場信心。

空運癱瘓 董建華發函求援
陳佐洱昨在研討會上說，白皮

書裡列舉中央政府對香港方方面
面的全力支持都是事實，許多他
亦有參與其中，其中還有許多鮮
為人知的故事。他透露，1998年
香港新機場建成，並於7月2日一
夜之間從啟德轉場赤鱲角，但7月
7日，機場貨運站的電腦系統和機
械設備突然出現嚴重故障，大量
待出港的貨物滯留，進港的飛機
無法正常停靠卸貨，貨運服務陷
入癱瘓。

通宵研特殊安排 助港解困
他說，當時有傳媒估計每天損

失高達18億港元，報紙甚至刊出
〈救救機場，救救香港〉的醒目
標題。面對突如其來的難題，時
任特首董建華同月13日立即向國
務院港澳辦發函、請求中央政府
支援，希望借用深圳黃田機場

（現寶安機場）。
港澳辦當日下午收函後，隨即

提出建議上報；翌日上午，國務
院副總理錢其琛跳過公文周轉的
正常程序，直接在會場上將呈文
送到主持國務院會議的總理朱鎔
基面前。朱鎔基馬上作出「要全
力支持香港解困」的重要批示。

陳佐洱續說，當日不到下午 4
點，國務院各有關部門就形成了
一套相當完整的支援方案，其
後，他跟與會部門代表立刻前往
深圳，與廣東省及深圳市政府，
以及相關部門負責人通宵開會研
究方案，在經過一系列特殊安
排，確保經黃田機場轉運的貨物
可於40分鐘內到達香港，或由香
港直達黃田機場裝上貨機。

籲港群策群力 彰強大生命力
最後，他引用了白皮書結束語

中的一段話：「在繼續推進『一
國兩制』事業的新征程上，既要
堅持全面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政策，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沿着正確的軌道前
進，又要積極有效應對香港在發
展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他呼
籲香港群策群力，共同化解日益
突出的深層次矛盾，加強香港與
內地彼此間的溝通協調，進一步
彰顯「一國兩制」的強大生命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發布「一國兩制」
白皮書後，香港反對派不斷散布「中央收緊香港高度自治」
等「陰謀論」。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原港澳辦副主任陳佐

洱昨日嚴正澄清，白皮書並非「收權」，只是「講法，講理，講
事實」，正本清源，全面準確宣示了「一國兩制」的真諦和豐富
內涵，中央不會收緊香港高度自治，並呼籲港人應堅信「一國兩
制」無論是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改變。

講法講理講事實 具權威性
陳佐洱昨出席「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研討會上
表示，「白皮書不僅全面準確宣示了『一國兩制』的真諦和豐
富內涵，而且系統介紹了特區制度在香港的確立，特區各項事
業取得的全面進步，中央政府對香港繁榮發展的全力支持，講
法，講理，講事實，既有經驗總結，也有思想指導，具很高的
權威性。」
他強調，「一國」和「兩制」不能平起平坐；在「一國」之
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也不能平起平坐。中國憲法規定，國
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雖然香港成為中國特區後，保留了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但是依附於國家主體之下，是屬於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包
括直接管治權及授權香港高度自治的監督權。

他引述「一國兩制」締造者鄧小平在《鄧選》第三
卷的專門論述：「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但允
許國內某些區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如香港、台
灣。」「要保持香港50年繁榮和穩定，50年以後也

要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
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
『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過去現在將來不變
陳佐洱強調，「全中國有一個共識，就是在『一國兩制』方

針下，祖國好，香港好；香港好，祖國更好。」白皮書是對以
上共識全面完整的闡述和最好解讀，「共識『四好』，是在17
年實踐中一步步形成、不斷地深化的。」
被記者問及中央是否會收緊香港高度自治， 陳佐洱嚴正澄

清，「（中央）不會收權」：「不用擔心，不會收權，白皮書
也沒有宣示要收緊主權、收緊自由，只不過把17年來，中央政
府所做的，作正式歸納。」他呼籲港人堅信，「一個國家，兩
種制度」無論是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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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呼
籲港人，應
堅信「一國
兩制」無論
是過去、現
在、將來都
不會改變。
曾慶威 攝

■■陳佐洱昨在港表示陳佐洱昨在港表示，，香港是中香港是中
國資本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國資本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的
戰略要地戰略要地。。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嚴正澄清：白皮書非「收權」

■■當年新機場運作初期癱瘓時當年新機場運作初期癱瘓時，，中央中央
作出了作出了「「及時雨及時雨」」援助援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