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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倘不愛國 威脅港人福祉
析「一國兩制」白皮書論述 港走獨特民主路

劉
兆
佳
：

由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智庫有限公
司、香港文匯報共同主辦的「香港

大講堂」系列主題講座，旨在提供一個
增進互通了解的平台，推進香港穩步和
平發展。昨日，「大講堂」在灣仔會展
舉行第二講，此次主題圍繞「一國兩
制」白皮書展開，邀請劉兆佳發表《白
皮書與香港的獨特民主路》的演講。
劉兆佳在大講堂上先點明了白皮書對
香港民主發展的論述重點，包括「港人
治港」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
理香港，否則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且香港的繁
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福祉也會受到威脅
和損害。白皮書也強調，中央政府和香
港特區政府堅定不移地按照基本法和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推行以特首和立
法會產生辦法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政制循
序漸進向前發展。

列15點析香江獨特民主路
他並歸納了香港「獨特民主發展道

路」的15個主要特徵（見表），白皮書
表明香港回歸祖國啟動了香港的民主發
展，而中央在「一國兩制」方針下，雖
然授權香港在回歸後實行「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但高度自治並非「完

全自治」或「絕對自治」，香港不享有
「剩餘權力」。因此，香港政制發展的
主導權和決定權均在中央，必須按照基
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推進。

選舉設計確保愛港者治港
劉兆佳指出，西方民主理論強調對選舉

程序的尊重，而不計較選舉的結果，但既
然香港的民主選舉必須全面和準確落實「一
國兩制」方針政策，就無可避免要求某種
確定性，就是要確保愛國愛港者成為管治
香港的主導力量和主體力量，否則「一國
兩制」在香港無法實踐，不單香港繁榮穩
定不保，香港甚至會成為與中央對抗的基
地，成為國家的負資產。

須達到「一國兩制」目標
劉兆佳強調，在香港的政制設計中，

推選委員會、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就是要發揮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的作
用。因此，在討論香港民主進程時，不
能抽離地或孤立地來處理香港政制民主
化的問題，而必須從香港的歷史背景、
中央對港政策，以及香港的現實情況來
慎重穩妥處理，其中關於普選行政長官
的辦法，必須要讓「一國兩制」方針的
重要目標能夠達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文匯報「香港大講堂」於昨日舉

行。本期主講嘉賓、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劉兆佳，在「大講堂」上從「一國兩制」白皮書中有關香港民主發展

的論述說起，強調倘治港者不是以愛國者為主體、不能效忠於國家和

香港特區，「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就會偏離正確方向，不僅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難以切實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福祉

也會受到威脅。

批「公提」挑戰中央「標準」舉世皆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暴力違
法「佔領中環」是香港主流民意。在昨日「香
港大講堂」對話環節，各嘉賓均指出，反對
派的激進行為只會損害香港整體利益，但相
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理性務實，不會支持
與中央對抗的違法行為，「佔中」將遇到越
來越多、越來越大的反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在「香

港大講堂」的對話環節中分析，香港的「民
主運動」一向比較小型，因香港大部分人，
尤其是中產階層都務實、理性，抱溫和、
保守心態，在爭取民主時不想損害中央與特
區的關係，不希望太多激進的改變，更反對
以暴力和激進的方式達至改變。
他續說，港人對民主帶來的影響，包括
負面的影響有務實、理性的了解。因此，
港人一方面爭取民主，另一方面又害怕民
粹主義導致工商業發展受影響，更不想損
害中央與特區的良好關係，故一定會考慮
中央在香港民主發展中的利益。這種心
態，令反對派無法令大部分中產人士成為
他們的主要支持者，近日更導致沉默大多
數在「保普選 反佔中」簽名行動中表達
他們的想法。他估計，「佔中」將會遭受
越來越多的反彈。

陳經緯：民生最關鍵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

聯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指
出，香港人最關鍵是「有生意做、有工
開、家庭有收入、過幸福的生活」，但香
港幾乎要被一些激進分子牽鼻子走了，
搞得亂七八糟，忽略經濟發展。
他強調，中國是一個大家庭，港人是家

庭成員之一，自己從工作中感受到中央政
府對香港非常關心。絕大部分港人都是中
國人，香港從英國殖民統治回歸祖國懷
抱，「香港人應該想想，我們是英國『殖
民地』的時候，英國政府在香港撈走多少
錢。反觀我們在回歸祖國以後，國家對香
港支持有多大。」
他續說，香港經濟繁榮發展不能離開祖

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也曾公開表示羨慕
香港擁有內地龐大市場，而美國及歐洲國
家都歡迎中國投資者，俄羅斯則羨慕中國
有香港這個改革開放前沿陣地：「這二三
十年若沒有國家的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香
港現在會很辛苦。」

尹樹廣：寶地不能丟
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尹樹廣指出，俄羅

斯羨慕中國有香港特區這塊寶地，想將加
里寧格勒發展成區域經濟中心，卻搞不起
來，而香港回歸後保持繁榮穩定，港人應
思考「佔中」對香港是好是壞，「這個寶
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丟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保和平、保普
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行動首9日收集到近百
萬個簽名，反映民意所向。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表示，他準備簽名，並
認為特首及主要官員簽名確認反對「佔中」的立場，
做法沒有問題，更可減少激烈行動發生的可能性。
中央政策組顧問高靜芝稱已經簽名，強調官員簽名
反「佔中」是天經地義的。
劉兆佳昨日在出席由香港文匯報主辦的「香港

大講堂」後接受傳媒訪問。被問及他會否參與
「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舉行的簽名行動時，他表示，自己已準備簽名及
交回香港友好協進會，又形容是次簽名行動並非單靠由愛國愛港人士主導，
而是由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各種建制力量及主流民意共同建立。
就有意見稱，特區政府應「保持中立」，劉兆佳表示，特區政府由始至
終對「佔中」抱持反對態度，簽名是確認反對「佔中」的立場。特首及主
要官員是政治問責，要從事政治工作，其中就是發動民意支持政府政策，
故特首及主要官員參與簽名，政治上沒有問題。

劉：可動員社會減激烈行動
有反對派中人聲稱，特首及主要官員參與簽名會「撕裂」社會，劉兆佳
坦言，社會上對於用甚麼方法爭取政制發展，是採取激烈「佔中」抑或溫
和對話達至民主發展，本身已很分裂，而特首及主要官員參與簽名，動員
社會反對「佔中」，反而可減少激烈行動發生的可能性。
另外，劉兆佳認為，若全國人大常委會於8月對香港政改的決定寫得較
為具體，讓特區政府在制定政改方案時有所依據，可減少特區政府壓力，
也符合中央處理政改的策略，因中央很早已走出來採取主動，避免特區政
府承受太大壓力。

高：配合當局立場天經地義
高靜芝在同一場合表示，特區政府反「佔中」的立場鮮明，任何政府官員

參與簽名反「佔中」只是配合當局的立場，做法是天經地義的，而她個人亦
第一時間在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的街站提交簽名，「『佔中』搞亂香港，
破壞社會和諧，香港的經濟及國際聲譽也會受影響，香港的代價很高的。」
她指出，是次簽名行動有很多沉默的大多數參與簽名行動，反映香港各界
對普選有不同看法，不一定支持反對派宣稱的「公民提名」或「無篩選」等
口號。政改問題關乎港人前途，意氣紛爭無助政制向前，期望港人能在政改
問題上理性探討出路。

香港獨特民主路主要特徵
■ 香港回歸祖國啟動香港民主發展：中央在「一國兩制」方針下授權

香港在回歸後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的對港政策乃香
港民主發展的前提、契機和基礎。

■ 香港的民主政體不同於主權國家的民主政體：高度自治不是「完全
自治」或「絕對自治」，中央擁有國防、外交和其他一系列權力，
香港不享有「剩餘權力」。

■ 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和決定權在中央：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區，高
度自治不表示香港可以自行設計和決定香港的政治體制。

■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規範香港的民主發展：香港民主發
展必須在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內推進，聯合國的《公約》
只具參考價值。

■ 民主發展與「一國兩制」相互配合：香港的民主發展須要從落實
「一國兩制」的大局中予以處理，不能抽離或孤立處理，而民主發
展只需考慮「國際標準」的說法不符合「一國兩制」精神。

■ 「永久性居民」乃民主政體的主體成員：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才享
有政治權利，主要體現在選舉、提名和參選權之上。

■ 提名權、參選權和投票權分開處理：藉此確保愛國者治港、均衡參
與、防範福利和民粹主義等。

■ 選舉結果必須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香港民主選舉必須配合和支持
「一國兩制」的事實，選舉結果必須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實踐和
國家與香港利益的促進。

■ 混合性的選舉辦法：為保護原有資本主義體制、確保愛國愛港者
治港和包容各類聲音，香港回歸後採用多元複雜的選舉方法。

■ 維持現狀乃重要考慮：為回應回歸前港人懼怕「改變」的心態，任何
重大選舉辦法的改變都必須得到中央、行政長官和三分二立法會議員
支持

■ 民主發展過程冗長：各方利益立場分歧大，建立共識頗為困難。
■ 香港具有民主發展的優越條件：香港具備法治、人權、自由及善治

等「好東西」，為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提供民意基礎。
■ 民主發展和平穩步進行：港人的保守心態會對任何激烈和暴力行為

造成制約。
■ 民主發展的開放性：香港民主發展的結局難料，即使立法會走向全

面普選，功能團體選舉仍然會以某種形式保存。
■ 民主發展不是改變社會和經濟體制的工具：香港原有社會經濟制度

和重要公共政策，在基本法中得到憲制性法律保障，並發揮穩定人
心作用。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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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講堂」昨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第二講，此次主題圍繞「一國兩制」白皮書展開，邀請劉兆佳發表《白皮書與香港的獨特民主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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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靜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鼓
吹所謂「公民提名」、「國際標準」。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在「香港大講
堂」批評，反對派提出的「公民提名」，是
在挑戰中央權威，而他們口中所謂的「國際
民主標準」，只是抽象的標準或理想，實際
上沒有一個國家及地區能夠完全達到。
劉兆佳昨日在香港文匯報等機構主辦的

「香港大講堂」中強調，香港的民主選舉必
須全面和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政策，
無可避色要求某種確定性，要確保愛國愛港
者成為管治香港的主導力量和主體力量，推
選委員會、選舉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就是要
發揮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的作用。

要求選舉穩定性有道理
他強調說：反對派提出的「公民提名」，

有如在挑戰中央權威，中央政府理所當然不
會接受：「對於熱愛民主的人，這種要求選
舉不可有不穩定性是無法接受，但放在『一
國兩制』的目標及方針中，這是很有道理
的。」
劉兆佳並引述了「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

小平的論述指，香港的制度不能全盤西化，
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而反對派鼓吹的、香
港普選必須符合的聯合國有關公約，其實只
有參考價值，所謂的「國際民主標準」更只
是抽象的標準或理想，實際上沒有一個國家
及地區能夠完全達到。

國家與港利益均須兼顧
他強調說，香港民主發展道路沒有其他地

方的先例可循，也不能「照單全收」西方國
家或政治學者的體制，故在處理香港民主改
革時，必須保持理性、謹慎、謙卑和務實的
態度，不斷分析和總結過去取得的成果和教
訓，時刻作出調整，走香港獨特的民主道
路。唯有如此，才能確保香港民主發展過程
能夠有序和穩步進行，從而保證「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的全面落實，讓國家和香港利
益與發展得到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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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叔高靜芝
挺官員簽名反「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