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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港方針沒有變也不會變
張曉明在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張曉明在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65周年籌委會成立大會致辭周年籌委會成立大會致辭((全文全文))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出席香港

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

年籌委會成立大會並致辭。他從經

濟建設、深化改革、法治建設、反

腐倡廉、對外關係、執政黨建設等

方面，介紹了國家發展的最新形

勢，並強調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

沒有變，也不會變，又提醒要從國

家的角度來考慮香港的普選問題，

警惕極少數人與外國勢力、外部勢

力勾連的活動。

張主任續說，國家發展保持良好

態勢，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實現更

大發展提供了堅強保障，也提供了

源源不斷的動力。香港現在最需要

做的，就是把精力集中到發展上

來，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用

好中央支持政策，着力於鞏固傳統

優勢，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

競爭力。

張曉明主任致辭全文如下：

尊敬的董建華副主席，各位委員、各位朋友：
我首先代表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對本次籌委會的成立表示衷心祝賀！並預祝籌委會的工
作進展順利，國慶活動圓滿成功！

感謝港人捐款賑滇震昆山廠爆
香港同胞一直心繫祖國，牽掛內地。8月3日，雲南

昭通市魯甸縣發生6.5級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經
濟損失。在此之前，8月2日，江蘇昆山中榮金屬製品
有限公司發生大爆炸，造成人為災難。在座的許多朋友
與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一樣，又一次迅速行動起來，捐款
賑災，奉獻愛心，充分體現了兩地同胞血濃於水的親情
和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馳援」的傳統美德。我在
這裡也向廣大香港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謝！
再過一個多月，我們就要迎來新中國成立65周年華
誕。俗話講，逢十大慶、逢五小慶，今年的國慶理應比
平常年份更加隆重。而且，今年又歲逢甲午，在這樣一
個特殊的年份慶祝國慶，更加多了一份厚重的歷史感。

憶甲午戰敗談判 喪權辱國
120年前，中日甲午戰爭的慘敗，使中國的國運急轉

直下。甲午戰爭使大清帝國傷了元氣，也喪盡了自尊。
有一段歷史故事，像電影場景一樣深深印在我的腦海
裡。1894年甲午海戰失敗後，1895年3月李鴻章到日本
馬關與日本國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談
判媾和條約，日方代表當時以勝利者的姿態進行威脅和
訛詐。
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合約的最後修正案，對

李鴻章說：「中堂不用多說了，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
已。」李鴻章問：「難道不准分辯？」伊藤博文回答：
「只管辯論，但賠償金額不能減少。」
到了4月17日，《馬關條約》簽署，主要條款內容有
這麼幾項：一是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二是割讓遼東
半島、台灣島及附屬島嶼，包括澎湖列島和釣魚島等。
三是賠償日本軍費兩萬萬両白銀。兩萬萬両是甚麼概念
呢？當時清政府每年國庫收入七八千萬両，而賠款是全
部國庫收入的3倍，並且要3年內還清，否則再加利
息。四是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立各種工廠。五是開放
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允許日本商船行駛到
這些地方。
割讓台灣島時，伊藤博文限令中國在一個月內辦完手
續，李鴻章說：「頭緒紛繁，兩個月才比較寬裕。台灣
已是日本口中之物，何必急？」伊藤博文回答：「還
沒有嚥下去，餓得厲害！」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當時的李
鴻章苦苦哀求的形象，也可以想像一下伊藤博文的趾高
氣揚和貪婪嘴臉。

撫今追昔 新中國成就驕人
割讓台灣是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開始，此後列強
們蜂擁而至，中華民族走向災難深淵。歷經幾代志士仁
人的不懈奮鬥，直至新中國成立才挽狂瀾於既倒，扶大
廈之將傾。
同樣是甲午年的1954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召開了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第一部《憲法》，國
家建設漸次展開。又過了60年之後的今天，我國的經
濟總量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
業國、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我們的社會
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台階，人民生
活水準、收入水準和社會保障水準邁上一個大台階，綜
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台階。那
個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舊中國已經一去不復返，展現
在世人面前的是一個社會政治穩定、人民生活不斷改
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新中國。
回望歷史，撫今追昔，所有中華兒女都會為新中國取
得的巨大成就感到驕傲，都會為中華民族終於昂首屹立
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感到自豪。我也經常聽過一些香港朋
友感慨地說，與30年前比較起來，現在到世界各地出
差或旅遊，更受外國人尊重了，感到更有尊嚴了。

新領導強政勵治「中國夢」開新篇

展望未來，我們更加充滿信心。中共十八大以來，以
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強政勵治，
樹新風、開新局、謀新篇，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朝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邁出了堅定而穩
健的步伐，開創了新的氣象。
在經濟建設上，致力於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發展品質
和效益，通過主動調控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在
全球經濟復甦困難曲折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這艘大船逆
勢而上，今年上半年增長7.4%，平穩轉入溫和增長的
「新常態」。
在深化改革上，確立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
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作
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簡政放權、單獨二胎、統一城
鄉戶籍制度等重大改革舉措一個接一個出台。
在法治建設上，堅持依法治國，今年將召開十八屆四
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具體落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部署。

「蒼蠅」「老虎」齊打 贏海內外讚譽
在反腐倡廉上，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開展反
腐敗鬥爭，堅持「蒼蠅」、「老虎」一起打，查處周永
康、徐才厚等重大案件，實現中央巡視全覆蓋，並推出
公務車輛改革、領導幹部財產公示等強有力舉措。特別
是鐵腕治貪，贏得了香港同胞和海內外的高度讚譽。
在對外關係上，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新型大國
關係，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秉持「親、誠、惠、
容」的理念，經略周邊，同時堅決維護領土主權等核心
利益，體現出大國外交的堅定和自信。
在執政黨建設上，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把作風

建設作為突破口，出台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
八項規定，在全黨深入開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
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旗幟鮮明反對「四風」，促
使黨風政風和幹群關係明顯好轉。
中國共產黨正領導我們國家穩步邁向「兩個一百年」

的宏偉目標。當然，我們國家現在還存在不少問題，我
們也不諱言，有些問題經過長時間積累，已經到了比較
嚴重的程度，因此，全面地講國家的形勢應該是兩句
話：取得的成就是空前巨大的，存在的問題也是比較嚴
重的。但是無可否認，國家的發展大勢是好的，而且越
來越好。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現在我們比歷史上
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
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張德江講話談到三個問題
對香港的形勢，我們也要全面地、客觀地、辯證地看
待。應該說香港目前的總體形勢是比較好的，經濟保持
溫和增長，一季度經濟同比實質增長2.5%，6月份失業
率3.2%，政府施政穩健。當然，香港形勢也有令人擔
憂的一面，因為現在正在處理行政長官普選等政改問
題，社會政治氣溫升高，甚至有點山雨欲來的氣氛。相
信大家都已注意到，張德江委員長上個月南下深圳，會
見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有關主要官員、主要政團和社
團負責人，也會見了一些界別的代表人士。張德江委員
長的講話主要談到三個問題：一是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
策有沒有變，會不會變；二是中央對香港政改問題的基
本立場和看法是甚麼；三是怎麼看香港未來的發展前
景。借此機會，我想結合這三個問題談一些看法，供大
家參考。
第一，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沒有變，也不會變。
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今年6月10日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
踐》白皮書後，引發香港社會一些關注和爭議，有些人
將白皮書解讀為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變了，或者說中
央要收緊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了。這些說法如果不是故意
歪曲的話，我認為就是過慮了。
中央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早在中英談判達成協定之

前就已經確定，當時叫「十二條」。後來這「十二條」
寫進了聯合聲明，再後來又在基本法中進一步細化。白
皮書有2萬3千字，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三句話：
一是對香港回歸祖國17年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實踐的情況作了系
統回顧和總結，二是全面闡
述了「一國兩制」方針的內
涵和中央對香港的有關政
策，三是針對香港社會目前
關注的普選問題，明確了有
關原則立場。

白皮書重申「一國兩制」政策
白皮書在方針政策上沒有創新，至於個別提法聽起來

有點新鮮，但都是載入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之中的有關方
針政策的應有之義，連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駐港高
級研究員在深入研究白皮書後發表的文章都指出，中央
政府只是透過白皮書重申其對香港長久以來奉行的「一
國兩制」政策，並沒有重新界定其對香港政策。如果有
人認真讀過了白皮書還認為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有改
變，那只能說明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全面準確地認識「一
國兩制」方針。
中央從來都講「一國兩制」是一個整體，「一國」是
「兩制」的前提，「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中央授權的高度自治。「一
國兩制」偉大構想的創立者和奠基人鄧小平先生早就說
過：「中國可以在一個國家的前提下實行兩種制度」，
「社會主義是在十億人口地區的社會主義，這是個前
提，沒有這個前提不行。在這個前提下，可以容許在自
己身邊在小地區和小範圍內實行資本主義。」

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
鄧小平先生又說，「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和標準，就是

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鄧小平先
生還說，「自治不能沒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
完全自治就是兩個中國，而不是一個中國了。」鄧小平
先生還告誡說：「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
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
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
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
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
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
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
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
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出現一些混亂，損害
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
無害。」
我想，只要真正讀懂了鄧小平先生的這些話，自然就

會理解白皮書裡所講的觀點和說法，就不會成為問題。
包括白皮書中講，「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
管治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高度自治」，這樣的提法也是容易理解
的。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早就指出的，關鍵是要全面準確
地理解和執行「一國兩制」方針。
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也沒有變的必要。最簡單的道
理，是因為「一國兩制」方針有利於保持香港的長期繁
榮穩定，對香港好，對國家也好。而且，這一基本方針
和制度安排是與我們國家的總體發展戰略相一致的，已
經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如
此，中央為甚麼要改變對香港的政策呢？我也可以告訴
大家，中央領導人多次強調，不管這次政改方案能不能
獲得通過，也不管在此過程中香港會遇到多大風浪，中
央都將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
第二，要同時從國家的角度來考慮香港的普選問題
普選對香港來說，也是開天闢地第一遭，是香港政治
體制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事關重大，影響深遠。香港
的政制發展，特別是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設計，不僅關
係到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平衡，關係到香港
的長期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而且影響到香港特別行政
區與中央的關係，影響到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效
管治，影響到「一國兩制」方針的正確貫徹實施，影響
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全局。特別是今天，在
國家安全已成為所有國家確定和實現其國家戰略的核心
要素的情況下，我們看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還要多一個國
家安全的視角。

須警惕極少數人勾連外力
這些年，我們國家快速崛起，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所
有中華兒女是高興的，自豪的。但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樂
意看到這一局面。不僅國際上有些勢力想方設法對我國
進行圍堵和遏制，不斷給我們製造麻煩，香港發生的許
多事情，包括極少數人與外國勢力、外部勢力勾連的活
動，也不能不引起我們許許多多善良人們的警覺。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會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呢？用鄧小平先生的話說，在這方面我們沒有自我安慰
的根據。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還講過一句話，他
說，要防止一些人「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
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我想這句話的深刻內涵，是值得
我們去認真領會的。

特首愛國愛港天經地義
因此，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站在中央與地方
關係的政治倫理角度，並考慮到香港的政治現實，對於
中央強調必須堅持行政長官要符合愛國愛港標準、不能
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的立場，相信都不難
理解，甚至可以說是天經地義，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全
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允許它下轄的一個地方政府的最
高管治者是與中央政府對抗的人。換句話說，我們在處
理普選問題時，不僅要重視香港社會對民主的各種訴
求，還要重視國家的關切，並且要按照法治思維尋求解
決問題的辦法。
我高興地看到，已有越來越多的香港各界人士都已認
識到這一點，並且認同這一點。也只有這樣，才能最大

限度而又務實理性地
進行討論，求同存
異，凝聚共識，使
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變成可望又可及的目標。
第三，我們有理由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
董建華（全國政協）副主席有句名言說得很形象：

「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國家發展保
持這樣一個良好態勢，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實現更大發
展提供了堅強保障，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香港沒
有理由搞不好。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的全面深化
改革的新征程，為香港提供了新的更大的發展機遇。具
體到經濟領域，至少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內地放寬投資和市場准入，有利於香港進一步發

揮服務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香港服務業提供者可憑藉
自身種類全、分工細、水準高的先發優勢，在加強與內
地服務業合作的同時促進自身發展；
二是國家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擴大金融對內對外開

放，有利於香港進一步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香港
可以擔當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防火牆」，並獲取先行
先試的政策紅利；
三是國家積極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有利於香港進一

步發揮在城市建設和社會管理方面的借鑒作用，香港在
城市規劃、公共交通發展、醫療、安老、社區建設、食
品安全管理等方面與內地合作的空間很大；
四是國家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

序自由流動和市場深度融合，有利於香港進一步發揮內
地通達國際市場的窗口和平台作用，香港將繼續協助跨
國公司和國際資本進入內地，聯合內地企業共同開拓國
際市場，促進中國與世界的融合發展。

中央政府一直全力「挺港」
中央政府一直全力「挺港」。從對港供應鮮活商品的

「三趟快車」到東深供水工程，從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
作出人民幣不貶值的堅定承諾到2003年推出CEPA，從
2008年的14項挺港措施、2011年的「惠港36條」到現
在的「滬港通」，如今中央惠港政策已經涵蓋貿易、金
融、旅遊、文化、國際交流、區域合作、供港物資等廣
泛領域。
圍繞落實這些政策，中央還推動建立了多種多樣的合

作機制，包括粵港、滬港、京港等區域性合作機制。這
些政策和機制在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深化兩
地交流合作方面已經並將繼續發揮積極的作用。
最近我們中聯辦的同事組織了一個課題調研，就是看

看內地企業在實施「走出去」戰略時，可以借助香港這
個平台的哪些優勢和有利條件。我們蒐集了一些典型性
案例，發現截止2013年底，香港中資企業共在海外其
他地區設立公司2,415家，同比增長3.4%；當年海外新
增投資375.4億港元，同比增長154.8%，這表明內地企
業以香港為平台「走出去」的意願和需求進一步提升，
力度進一步加大。
所有企業都公認香港起碼有以下五方面的優勢：
一是經濟高度自由化優勢。香港作為自由度最高的經
濟體之一，對外匯、利率等管制很少，對外來投資或離
岸投資、資金流動分配以及企業國籍、所有權不設任何
限制，也沒有貿易壁壘。公司設立程式簡單，沒有針對
外商的投資審批程式。
二是資本優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流動性充

裕，融資方式靈活多樣，融資成本較低。
三是稅制優勢。香港稅率低，稅制簡單，只對源自香
港的利潤或收入徵稅，對海外的利息、股息、資本利得
都不徵稅，還與許多國家和地區簽訂了避免雙重徵稅協
議，可以有效降低稅負。
四是國際化商業服務優勢。香港的市場環境高度國際
化，擁有眾多國際一流的投行、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
務所等中間機構，以及各類國際化人才，信息渠道暢
通，對外信息交流頻繁，國際商業網絡健全，輻射力
強。
五是效率和法制優勢。香港特區政府廉潔高效，規管
制度透明公開，辦事流程簡單規範，社會組織比較發
達，擁有健全公平的法制體系，包括知識產權等保護體
系都比較完善。這些都說明，香港還是很「吃香」的，
香港的優勢仍然存在。
現在香港最需要做的，就是把精力集中到發展上來，
把握國家發展帶來的機遇，用好中央支持政策，力於
鞏固傳統優勢，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升競爭力。只
要大家團結一心，凝神聚力，排除干擾因素，減少社會
內耗，香港的前景一定是光明的。

簽名逾百萬顯港人依法普選心聲
各位委員，各位朋友：
最近香港社會有一件極富正能量的事情，就是「保普
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的大簽名活動。截至昨天，
大簽名活動徵集到的實體簽名超過106萬，剛剛啟動一
周的網上簽名也達到4.9萬。這充分反映了廣大香港市
民希望依法落實普選，希望和平穩定發展的心聲，傳遞
出香港社會最真實、最強大的民意。我知道，在座的許
多朋友同時也是大聯盟和大簽名活動的發起者、參與
者。你們為香港做了一件大好事。這是順應民心之舉，
更是彰顯民意之舉。我要向你們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希望並相信，國慶籌委會接下來舉辦的一系列國慶
活動，將會進一步激發香港同胞的愛國熱情，進一步凝
聚建設香港的正能量！
謝謝大家！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昨日在香港同胞慶祝昨日在香港同胞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6565周年籌委會成立周年籌委會成立
大會上致辭大會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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