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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海峽論壇日前在廈門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開幕式致辭時強調，兩
岸關係不斷向前邁進，必然會觸及到一些深層問題。
只要雙方鞏固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的共
同基礎，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兩岸關係就
能行穩致遠。兩岸同為一家人，只要雙方互相理解尊
重，多做有益於兩岸同胞的事，一定能平穩渡過兩岸
關係發展中遇到的風雨，建設好兩岸共同家園。

為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派「定心丸」
俞正聲的講話與習近平總書記一向強調的「兩岸一
家親」理念一脈相承，為兩岸關係持續發展再派「定
心丸」，表明大陸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方向不
會改變，對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大政方針充滿信
心和決心，不會被一時的「風風雨雨」所干擾。大陸
充分認識兩岸關係發展中遇到的挑戰與困難，不急於
求成，以「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出發，將心比心，以

誠相待，化解台灣同胞的心結，克服兩岸關係發展的
困難；同時，也期盼台灣同胞能誠意回應大陸的善
意，消除台灣內部的「台獨」因素，通過兩岸更全面
深入的交流溝通，支持和擁護兩岸互利雙贏合作。只
要兩岸兄弟同心，就一定能劈波斬浪，一路向前。
此次海峽論壇以「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合作、

促進共同發展」為主題，堅持面向基層、面向民眾的
務實方向。俞正聲表示，以人為本、為民謀利是我們
的執政理念，也是我們制訂和實施各項對台政策的出
發點和落腳點。在此次論壇上，中共中央台辦、國務
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宣佈了4項對台具體措施：繼續推動
兩岸經濟交流合作；繼續推動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健康
有序發展；繼續大力推動兩岸基層交流；繼續為兩岸
交流和人員往來提供便利。這些措施展現大陸更深入
了解台灣民眾的現實需求，不斷擴大兩岸交流合作的
參與面和受益面，不斷增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民意
基礎。

兩岸青少年加強溝通互信走出逆境
關注兩岸青少年交流是本屆論壇的一大亮點。俞正

聲在致辭中說，台灣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具有得天獨
厚的條件，完全可以在兩岸共同發展的廣闊舞台上發
揮優勢，施展才華，實現人生價值。俞正聲的講話可
謂一語中的。這幾年兩岸青少年交流雖頗為熱絡，但
島內仍有不少年輕人對大陸現況及兩岸關係發展存有
誤解。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離不開青年一代的努力和智
慧。兩岸大交流、大融合的不斷推進，也必將為包括
年輕人在內的兩岸同胞帶來更多機遇和福祉。兩岸青
年身處環境不同，在交往交流中出現隔閡和疑慮並不
可怕，關鍵是雙方以誠相待，在共同打拚奮鬥中加深
了解，以理性、智慧和樂觀積極態度去面對困難，走
出兩岸關係的逆境，一起尋找實現夢想的「金鑰
匙」。

輿論形容化解台灣民眾顧慮
此次論壇受到台灣輿論的廣泛關注。《中國時
報》、《工商時報》、《聯合晚報》等主要報紙均進
行重點報道，聯合報在報道標題中重突出了「尊
重」、「理解」、「體諒」等字眼。
《中國時報》刊發了題為《俞正聲：理解台灣尊重

差異》的消息，並援引學者的解讀指出，俞正聲的溫
情喊話不僅可以化解台灣民眾的顧慮，更為國台辦主
任張志軍月底訪台，營造良好對話氛圍。
《旺報》的分析文章則指出，從俞正聲的感性講話

可以看出，大陸的對
台政策進一步向「對
話」、「和解」的方
向傾斜，這正是因為
大陸的自信心增強
了，大陸市場不但能
夠吸引台商投資，也
能夠吸引台灣年輕人就業。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邵宗海認為，俞正聲
此次講話，提到希望與台灣社會各階層做全面、充分
的交流，並重視青年朋友的意見，這是對中共中央對
台政策的延伸表達。民進黨資深黨員、台灣美麗島電
子報副董事長吳子嘉認為，俞正聲在海峽論壇上有關
「不斷擴大兩岸交流合作的參與面和受益面」等表
述，延續了習近平總書記在年初「習連會」上作出的
宣示，擴大與台灣社會各界往來的力度，對台政策突
顯主動性。

香港發揮獨特作用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海峽論壇為兩岸民意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實行

「一國兩制」的香港在兩岸交往中擁有獨特優勢，對
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發揮出獨特作用。統促會香港總會
時常舉辦兩岸四地各界代表共同參加的學術研討，在
「一個中國」的前提下紅藍綠不同陣營人士暢所欲
言，為兩岸更深入的交流打下牢固基礎。未來香港可
充分運用固有優勢，協助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
新突破。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兩岸一家人無懼風雨 寄望青年共圓中國夢
一年一度的海峽論壇是海峽兩岸間規模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民間交流盛會，吸引了來自

兩岸四地的民間人士交流互動，加強兩岸合作，促進共同發展。今年3月台灣發生了反服貿

運動，外界對兩岸關係發展充滿疑慮，此次論壇更加備受矚目。輿論希望從此次論壇所傳遞

的信息，研判出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向。正如俞正聲主席在海峽論壇大會上所指，兩岸關

係發展如同在大海上航行，不可能一帆風順，關鍵是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點

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我們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今次專門組團，赴福建

省廈門市參加第六屆海峽論壇，希望能夠在未來的兩岸交流中發揮更大作用。

■姚志勝

激進反對派為攻入立法會已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最新一個策略就是利
用立法會議員可以濫發議員助理證的漏洞，將大批激進示威者聘為議員助理，
並且協助他們向立法會申請助理證。到了衝擊的時候，他們將可憑證件暢通
無阻地遊走立法會每個角落，尋找合適的時機和地方發動突襲，與外面的示威
者內外夾攻，佔領立法會。當出事時，他們又可以自稱是議員助理，不應被阻
止出入立法會，更不能落案檢控，否則就是打壓議員助理，是政治檢控云云。
這種策略相當狡猾，也是相當卑鄙，等如是在立法會內放下了「特洛伊木
馬」，隨時可以對立會發動致命一擊。看來，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現時首要
之務是清理門戶，因為「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在立會內放下「特洛伊木馬」
針對早前反東北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警方近日先後展開連串拘捕行
動，其中包括多名立法會議員助理，包括梁國雄的助理黃浩銘、黃永志；張
超雄的助理葉榮、周振宇；陳志全的助理袁彌明(袁是「人民力量」主席，她
成為陳志全議員助理不過是方便出入立法會以及享受泊車服務而已)等人。這
恐怕是香港歷來最大規模的拘捕議員助理行動。這反映了兩個問題：一是激
進派議員熱衷利用公帑聘請一班跟隨他們多年的「親密戰友」，讓他們成為
名副其實的「職業示威者」，衝擊當返工，可以無後顧之憂。二是反映一些
激進反對派議員，利用現時助理證可以濫發的漏洞，讓大批根本不是助理的
人進出立會，並且為激進分子進攻立法會提供方便。
事實上，早前爆發的反東北衝突，為什麼立法會門外一片風聲鶴唳，一片
狼藉？原因是有大批內應協助示威者到處尋找弱點進攻，一些掛助理證自
出自入的人本身也是激進衝擊的組織者，就如被捕的幾名助理。他們利用助
理證打開立法會的門戶，放示威者入內。守者千里，攻者一點，令到立會保
安完全應付不了，立法會大堂更一度被佔領。事後，行管會檢討事件，其中
一個重點就是如何防止一班激進派議員助理，利用職務之便打開城門，並且
提出了相應的措施防止「內鬼」搞事。可笑的是，五名被禁止進入立法會大
樓的議員助理日前竟然發表聲明，批評行管會濫權，妨礙議員助理的工作，
這完全是賊喊捉賊。

對違規助理應有懲罰措施
激進派議員正利用濫發助理證的方便，不斷將激進分子偷運入議會。據
悉，為了施展「木馬屠城計」，梁國雄在立法會秘書處登記的助理多達28
人；張超雄有20人；陳志全和梁繼昌都登記了10人。而每個人又可以帶幾個
人共同行動，即是說有百多二百名「嫌疑激進人士」已經潛入立法會，準備
大幹一場。當然，筆者預計激進派不會借新界東北議題發動全面進攻，原因
是東北議題不涉及全港市民，而且支持覓地建屋是主流民意，阻東北發展得
不到市民支持，現時參與最熱烈的主要是新界東西的立法會議員，正說明有
關議題並不易發動全面攻勢。
所以，激進派利用助理證大舉潛入立法會，相信是為了之後的預演「佔
中」作準備。屆時中環兵荒馬亂，警方兵力集中在中環交通要道之時，幾百
名激進示威者就可以重演三國時呂蒙「白衣渡江」之計，利用手上的助理證
輕易突破立法會保安，攻其無備成功佔領立法會。立法會必須早作提防，加
強立會的保安，對於這些違規助理立會「內鬼」，行管會更應有防範甚至是
懲罰的措施，例如沒收他們的助理證，不准他們再進入立法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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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老闆黎智英早前被揭與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保羅．沃夫維茲在港密
會5小時，暴露其勾結美國操縱「佔中公投」的惡行。事後，黎智英急急通過
其發言人Mark Simon聲稱，黎智英與沃夫維茲是多年老友，兩人去年到緬甸
旅遊更獲中國駐緬使館兩度邀請晚餐云云。黎智英此地無銀三百両，故意杜
撰獲中國駐緬使館邀請，睜眼講大話，既是為了轉移視線，也是為了混淆視
聽，把水攪渾，以掩飾其「通美亂港」的圖謀，說到底就是欲蓋彌彰，作賊
心虛。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隨即揭穿其謊言，表明中國駐緬甸使館去年
從未邀請黎參加宴會，有關消息純屬「無中生有」。其實，只要有基本政治
常識和判斷力的人，都會知道有關消息完全是子虛烏有。黎智英二十年來甘
當外國勢力的馬前卒，在社會上不斷挑起各種政治爭議，散播民粹歪風，煽
動兩地民眾對立，種種禍港行徑早已罄竹難書；其與外國勢力的勾結更是眾
所周知，多年來代表外國勢力對反對派發號施令，意圖將香港變為反華橋頭
堡，作為外國勢力干預內地的跳板。對於這樣一個「反中亂港」的負面人
物，中國駐緬使館怎可能邀請其晚宴，將他待為上賓？這種說法一聽就知道
是不可能，是天方夜譚。
黎智英不是傻瓜，然則何以他卻指派其親信散播這個無中生有的謊言？其
實，這不過盡顯其心虛氣弱。傳媒早前揭發他在「佔中公投」前夕密會美國
前副防長，之後便發生了所謂黑客攻擊鬧劇，繼而又出現了種種投票的怪現
象，黎智英自此之後更以反對派共主的姿態出來發施號令。這些都與黎智英
與沃夫維茲的密會有直接關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這次密會竟然被傳媒
揭發，黎智英與外國勢力的關係終於表露無遺，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反響，
在《城市論壇》上，黎智英更被質問得瞠目結舌，惱羞成怒，之後就有了
Mark Simon的說謊聲明。
黎智英故意將中國駐緬使館扯落水，顯然是外國勢力為其謀劃的脫身計
策，所以才要由Mark Simon親自回應。目的是為了轉移視線，將他密會美國
前副防長的焦點，變成談論他與中國駐緬使館人士的所謂晚宴，以轉移社會
關注。同時，這也是一種「烏賊策略」，藉四處潑污水，把各人都攪進渾
水，以便自己脫身。於是他才與外國勢力杜撰了這個謊言，借遠隔千里的緬
甸使館「過橋」。這正正說明其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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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國
務院發布《「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白皮
書，香港反對派異口同聲地說：白皮書
是針對所謂的「6．22公投」而發表
的，目的是阻止香港市民參與「6．22
公投」。後來，反對派把「6．22」改
成「6．20」至「6．29」，即延長了所
謂的投票時限。現在，「6．22」行動
進行了3天，反對派非常高興地說反應
非常非常好，要求特區政府一定要聽他
們所代表的民意，並自稱是白皮書激起
這麼多「人」參與這項「6．22」行
動。
肯定的，白皮書不是為了什麼「6．

22」或「6．20」至「6．29」行動而發
表。白皮書的撰寫過程相當長，估計早
從去年已經開始，目的只有一個，即詳
細說明「一國兩制」的真正意義、香港

特區政府的權力來源。香港最核心的價
值與優勢就是法治，深圳前海這個特區
中的特區，建議以香港特區的法律來進
行仲裁，說明香港法治的優勢。內地中
信集團在香港的窗口公司中信泰富打算
全面收購中信集團的資產，這相等於把
中信集團在香港整體上市，這又是另一
個有力的例子以證明香港法治的水平。

如無法治香港完蛋
可是，近來香港反對派中出現一批激

進分子，他們提倡不守法，提出所謂的
以「公民提名」方式選出特首候選人，
完全漠視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
首候選人產生方法的規定，他們更倡議
以「佔領中環」為手段逼特區政府就
範，乖乖地推出符合反對派要求的政改
方案。
這一切，都是不合法的，「公民提

名」不合法，「佔領中環」不合法，反
對派公然地提出不合法的行動，這對香
港賴以求存、向前發展的法治精神起了
很大的破壞，以破壞香港的法治來達到
反對派的政治訴求，這是極端危險的行
動。如果特區政府屈服，如果中央政府
屈服，將來香港只會越來越無法管治，
當香港法治蕩然無存時，香港前途也完
蛋了。
在反對派自稱大勝利、並要求特區政

府一定要聽民意後，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發表談話。他說政府不會不聽民意，但
是，政府也要維持法治。我認為這樣的
回應是適當的，也希望反對派不要被他
們自以為是大勝利的「6．22」行動衝昏
頭腦，以為中央政府一定會屈服於他們
所造的「聲勢」。要知道，涉及國家主
權原則及法治的問題，中央政府是不可
能讓步的。

珍惜法治優勢 反對「佔中公投」

鍾樹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反對派濫用自治 白皮書撥亂反正

國務院近日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反對派視之如夢
中驚雷，大呼小叫稱中央要改變香港既有的「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方針。惟不少權威的基本法專家均表示，白皮
書有關內容及引述條文，早在基本法90年頒布之時經已
存在，並不是什麼新事物；反而反對派的驚惶失措，更反
映出他們平時只懂搞政治鬥爭和破壞，卻沒有細讀基本法
條文，以致杯弓蛇影，貽笑大方。

基本法早有訂明中央權力
今次白皮書所強調的，正正是反對派在回歸以後一
直刻意忽略的基本法條文，以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正
確認識。白皮書所講述的中央權力，每項皆可在基本
法條文中得到佐證。若反對派有細心閱讀基本法的
話，就會發現有關中央的權力早已明文寫入基本法第
二章的多條條文中；而第43條則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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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條有關特首職權的第(八)款亦指出特首需要
「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就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
令」。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可直接指令特首辦事的權
力，早已有之。
反對派胡亂批評中央要透過白皮書收回香港的高度自

治權，要加強操控和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要改變鄧小平
年代落實的「一國兩制」方針云云，對此筆者並不苟
同。事實上，香港自回歸以來，中央一直貫徹履行基本
法中所給予香港高度自治權力的承諾，香港享有寬鬆的
言論示威自由、有自己的貨幣、普通法法律、獨立的司
法權、自主的立法權；解放軍駐守軍營，嚴格遵守與社
會隔離的規定，從不擾民；中聯辦及外交部駐港公署也
只是在涉及中央政府或外交事務上發言，並無干預港
務；甚至連中英聯合聲明中沒有提及的「雙普選」，也
是由基本法所給予的；可見中央政府是有誠意在港推行
高度自治。
事出必有因，今次國務院發表白皮書，強調中央政府對

香港擁有的權力，目的並不是要改變什麼現狀，而是要就

反對派近年來連串的
反中央、反國家、反
特區的言行發出警
號，震懾那些亂港派
和勾結外國勢力分
子，不要漠視中央的
存在。

自治權力遭反對派歪曲濫用
基本法是香港高度自治的保證，當中第27條保障了港
人的言論、集會和示威等自由，第31和151條保障港人
出入境、與國際組織保持聯繫和溝通的自由；但這些權
利近年卻被人濫用和曲解，用作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保
護傘。回顧過去兩年，自梁振英特首上任以來，反對派
不斷挑戰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權威，其中一批所謂
「本土派」的激進分子，更肆無忌憚高舉港英殖民旗
幟、宣揚排內主義、鼓吹仇視同胞、主張「香港獨
立」、挑釁駐港解放軍，行為已到達「是可忍，孰不可
忍」的地步。其次「佔中派」亦隨2017普選議題而肆
虐香港，他們鼓吹市民及未成年人參與「佔領中環」，
藉癱瘓港金融中心逼中央就範，又推動違法「公投」玩
弄民意；更邀請「台獨」分子和組織來港傳授心得，互
為支援。另外還有一派「挾洋自重」，民主「阿婆、阿
公」聯袂訪問美國，大告洋狀，高調乞求外國干預港
務；又與英美等西方駐港領事沆瀣一氣，甘願擔當外國
勢力的代言人，藉此自抬身價。
反對派亂港分子一再濫用基本法賦予香港的自治權力，

刻意忽視中央政府所擁有的權威，卻無限放大「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權力，把其當作是神聖不容侵犯的擋箭
牌，躲在背後大搞反中亂港活動。白皮書的誕生，正正是
由於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力已被一小撮人所歪曲和濫用，變
成排斥中央、抗拒回歸的武器；故中央有必要重申自己在
香港的最終監管角色，以求撥亂反正，撲熄反對派的亂港
野心。

「 不 讀 書 ， 無 以

言」，反對派在批評中

央藉白皮書來改變香港現狀之前，應該先熟讀基本法，了解中央對

港的固有權力，自會明白香港在回歸後只是擁有「高度自治」的一

個中國城市，而不是「無王管」的反中基地。

政經多面體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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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樹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