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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往常慣見的遊行活動不同，這次「和平普選大遊
行」躁動暴厲不再，氣氛融洽祥和，連維持秩序的警
察亦明顯減少。最令人感動的是，在今次遊行隊伍
中，激進政客和社運人士消失，換上的是一張張樸素
的面容，既有白髮蒼蒼的耄耋長者，也有蹣跚學步的
小孩，更多的是一家大小齊齊參與。當中，絕大多數
參與者都是首次踏上「遊行路」的「沉默大多數」。
他們只有一個簡單而直接的訴求，就是要「保普選、
反佔中」。

大遊行反映主流民意

有人說，今次遊行是被組織出來的，不是市民的自
主訴求。作為其中一個遊行參與者，我可以明確指
出，1500個參與團體，都在社會上有廣泛的代表性，
可說是整體社會的縮影，他們為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和切身利益而進行群眾動員，既體現對香港的責任承
擔，更凸顯反對派以「佔中」作脅迫的手段，已將香
港逼到社會撕裂的臨界點。
當然，大家必須理性地看到，除了由參與團體組織的
群眾外，還有更多的市民是自發參與遊行、跑步和獻
花，以至簽名活動，他們的每一步，就是歷史的新印
記，也是民意的新基礎。「和平普選大遊行」和150萬

人簽名，相對於「七一遊行」及「佔中民間公投」，已
足以抗衡抵銷，顯示了希望務實地落實普選的民意力
量，亦糾正了被反對派「壟斷」的所謂民意授權。
無論支持「佔中」還是反對「佔中」，目的都是希

望市民日後能夠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只是支持「佔
中」者堅持若得不到他們要求的「真普選」，就不惜
佔領癱瘓中環，令整體經濟遭受沉重打擊；而近期的
「反佔中」簽名行動和大遊行，則顯示有更多市民願
意按循序漸進原則，先接受一人一票選特首的普選方
案，待日後再繼續優化完善。

香港是我家不容他人破壞
須強調，反「佔中」並非反對民主普選，只是不贊

成有人利用「佔中」等激進甚至違法的手段，以全港
福祉為籌碼，去爭取一個近乎水中撈月的所謂國際標
準，更不希望這些激進手法催生社會上的對立，激化
紛爭。更重要的是，已有外國勢力試圖藉政改將香港
變為對國家的顛覆基地，我們對此必須高度警惕。

其實，就算不通過
遊行等方式，香港各
種機構的民意調查早
已顯示，大部分港人
希望打開言路，通過
合法的方式推動政
改，大家也都希望過
程是和平的、健康的、循序漸進的。若以「佔中」和
反「佔中」作對比，兩者的支持者約為三與六之比，
其餘一成則無強烈意見或無意見。民意是明確的，只
是大家能否冷靜地認清和接受現實？是否願意在一國
和兩制、中央與特區的權力分際下，務實行事，放棄
固執和極端態度，讓政改步伐向前邁進？
「香港是我家」，絕不容許有人為個人利益而破壞

香港繁榮穩定，更不容許有人「收錢」及勾結外國勢
力亂港。我們在「和平普選大遊行」的汗水不能白
流，全體港人過去長期在建設香港方面所留下的汗水
更不能白流！

霍震寰 香港中華總商會永遠榮譽會長

我們的汗水不能白流
香港政改進入關鍵期，「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發起「跑步上中環」、獻花和大遊行活

動，25萬人用汗水和腳步，走出和平理性的普選路，展示守護中環、守護香港、守護法治

的決心。「香港是我家」，絕不容許有人為了個人利益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更不容許有人

「收錢」及勾結外國勢力亂港。我們在「和平普選大遊行」的汗水不能白流，全體港人過去

長期在建設香港方面所留下的汗水更不能白流！ ■霍震寰

8月17日下午，本人參加了聲勢浩大的「8·17和平普選大遊
行」，並與一班僑界社團聯會的青年朋友一起體會了這場和
平、熱情的大遊行活動。雖然當日天氣與遊行參加者的熱情一
樣熾熱，但是參與者無懼炎熱天氣，大家眾志成城自覺自願參
加此次活動。特別值得讚揚的是，僑界的青年朋友踴躍參加，
讓我看到了僑界新一代的活力與愛國熱情。
同時，我在微信中也看到各省聯誼會、商界、金融界等各界

朋友遊行的照片，這也反映了香港社會反「佔中」的主流民
意，讓香港市民更深刻地認識到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性。
從政界到商界，從金融投資者到出租汽車司機，大家都非常反
感「佔中」。「佔中」禍港，衝擊股市、樓市，令股價、樓價
大跌，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更會嚴重破壞香港法治。所以，
一群群沉默的大多數不得不站出來發出正義的聲音，希望維護
香港的法治，希望捍衛香港的經濟穩定，保住民生的基礎，保
持香港得以發展的目標。
對於打着爭取「真普選」旗號，威脅要「佔中」的行為，其

後果是禍港禍民，我們應堅決予以反對。無論如何，「8·17
和平普選大遊行」的盛況與聲勢，在香港維護「一國兩制」的
歷史進程中，已經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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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日前與部分反對派獨立議員會面時強調，設
計與香港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的普選制度要考慮5大要素，其中提
到必須處理好與中央的關係和體現循序漸進原則。張主任將政制
發展的關鍵精闢歸納出5大要素，善意提醒反對派提出政改意見
時，要做到既符合民主原則，也符合國家安全和基本法要求。如
果反對派仍在違法方案上喋喋不休，置國家安全和基本法於不
顧，政制最終只能原地踏步。

普選須處理好與中央關係
國家安全是張主任近期和反對派議員會面的重點課題。張主任
提到，香港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
區域。香港不能自行決定其政治體制，也不能與其他國家的普選
制度簡單類比。香港制定普選制度時必須處理好與中央的關係，
確保行政長官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應該看到，從過去維基解密
到近日「壹傳媒股民」揭露的機密電郵顯示，反對派和外國勢力
關係千絲萬縷，黎智英作為反對派金主，一直以金錢資助反對派
政團和人士服務美英政府，干預香港政改。這些人要求所謂「三
軌方案」，想盡辦法廢除和代替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的規定，目的就是想讓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這樣必定威
脅國家安全，損害香港長遠利益。從香港的政治現實看，強調政
制設計要確保不會對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危害或隱
患，確有必要。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張主任在會面中
指出，香港民主發展歷程只有不足30年，「一國兩制」下的地方
普選制度在全世界均無先例可循，需要有一個不斷探索、磨合與
完善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頂。張主任重申政改要體現循序漸進
原則這項要素，有利政改在基本法的基礎上達成共識，也符合主
流民意。近期多個民調顯示，過半數被訪市民接受即使政改方案
不是最理想，都應「袋住先」，確保如期落實「一人一票」普選
特首。香港回歸20年便可以普選特首，回歸後的香港政制發展，
成就有目共睹，廣大市民倍加珍惜。主流民意認同先落實普選，
再逐步改善，這和循序漸進原則要求一致。對於普選，中央和特
區政府已有清晰的目標和時間表，首輪政改諮詢更歸納出如期在
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的主流共識。然而，反對派至今仍要求普選
一步到頂，提出「佔中」和「公民提名」拖慢政改步伐，寧可原
地踏步，錯失普選良機，這豈會得到市民認同！

珍惜溝通基礎利減分歧
過去一段時間，反對派沒有放過任何一個宣傳違法方案的機
會，「佔中」搞手也沒有放棄過以「佔中」作為要脅中央和特區
政府的手段，其間合流發動所謂「佔中公投」活動，以充滿水分
的投票數字騎劫民意支持「佔中」和激進普選方案，又在「七一

遊行」的參與人數上篤數，渲染違法普選的民意假象。這些違背香港政制設計
的手段和要求，只會將政改討論引入死胡同，令市民一人一票選特首期望落空。
張主任針對目前香港的現實情況，善意提出政制設計5大要素，促進交流了解和換
位思考，長遠而言有助減少分歧。反對派如仍堅持否決政改並進行「佔中」，只
會離政改正軌愈走愈遠，違背廣大渴望普選反對「佔中」市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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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來，本人在立法會內
外，都聽到不少議論。有人質疑中央是否有意
違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諾。另一方
面，很多社會人士，包括香港一些資深政界和
法律界人士，都形容白皮書是有分量的政治文
件，呼籲港人正面看待，細心閱讀。為此，經
民聯、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和香港建
設管理交流中心等團體日前合辦了「一國兩制
白皮書及基本法」研討會，讓相關學者、專家
與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互動交流。

白皮書與基本法一致
我認為，白皮書的政治分量是無可置疑的。

白皮書本來就是政府就特定議題，向外界闡述
基本方針、政策和立場的權威文本。而且，今
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三十周年，香港回
歸亦已十七年，中央政府首次就「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發表白皮書，當然值得社會各界
重視和研究。
綜觀白皮書的內容，主要是就「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在香港的落實情況作出客觀的回顧和
總結，並就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
權力分配，以及「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等含義，作出清晰而系統的解釋。我認為白皮
書並沒有超出基本法所表述的內容。
白皮書並非學術論文，而是有非常明顯的現

實政治意義。白皮書明確指出：「『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實踐也遇到了新情況新問題，香
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
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
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目前香港出現的一
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
都與此有關。」
顯然，白皮書有正本清源的作用。正如一些
法律專家和學者在研討會中指出，文件的第二
及第五部分尤為重要，清楚而詳細地闡述國家
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制定香港基本
法，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白皮書指出，在這
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
治權。本港部分社會人士對此有不少誤解，反
對派亦乘機以此大做文章。但從法理上分析，
這是不容置疑的。基本法第一條訂明，「香港
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主權是完整的概念，不可分割，包括
「全面管治權」。而且中國是單一制國家，任
何地方政權都沒有獨立於中央的權力，這道理
其實不難明白，就好像說英國政府擁有對倫敦
的全面管治權一樣。

應準確理解「一國兩制」
那麼，「全面管治權」與香港依法實行「高
度自治」有沒有矛盾呢？基本法第二條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
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其中「授

權」兩字至
為關鍵，現
在本地一些
社會人士往
往忽略了這
兩個字，不
明白香港所
擁有的，是
中央授權下
依據基本法
實行的「高
度自治」，
中央既保留
依法直接行使的管治權，例如負責管理香港的
外交和國防事務，也保留監督的權力，包括行
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
等。
現在有些社會人士動輒提出所謂「國際標

準」，以推銷某些政治理念。其實，絕大多數
國家都是實行「一國一制」。「一國兩制」則
是沒有先例可援的創舉，是中央政府為實現國
家和平統一而提出的基本國策，讓國家主體實
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
制度長期不變。我認為，社會各界應該全面地、
準確地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使
本港社會當前對政制發展的探討、以至對香港長
期穩定繁榮的根本之策，都能夠沿着「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所設定的軌道上順利運作。

白皮書正本清源 基本法必須恪守

楊孫西

推動香港普選 須顧及國家安全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於本月15日至20日，分批會見了香港23個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就政改問題交換意見。包括民主黨、公民
黨、街工及工黨的立法會議員，於香港特區政府總部分四場會
面，並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主持。8月7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在出席香港國慶籌委會成立大會演講時指出，普選不僅對香港來
說事關重大，而且要顧及國家安全。中聯辦這輪會面表達了中央
對港政策完全沒有變，港人必須團結一致，堅決抵制外部勢力的
干預，才能保障普選行政長官順利落實。8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
將召開會議，討論香港政改，為今年稍後進行的第二階段政改諮
詢設定框架。

倍加珍惜良好營商環境
眾所周知，香港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典型的經濟城市，又是法制社

會，絕不能容忍或姑息任何暴力行為。香港公民社會成熟，人人都
按法律和規則行事，作為一個人口稠密的大都市才得以井井有條、
安居樂業，這也是香港興旺發達的原因之一。近年香港社會出現政
治爭執，特別是有人試圖以「佔領中環」等激進活動來達到政治目
的，大多數市民都堅決反對，不願看到香港發生動亂。
中央政府在2003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係的安排》 (CEPA)，展示了中央政府維護香港經濟繁榮、社
會穩定，保障「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的堅定決心。據世界銀行與
國際金融公司聯合發佈的《2014營商環境報告》，香港的營商環
境在全球189個經濟體排名中，僅次於新加坡蟬聯亞軍。目前，
香港的失業率是3.1%，還有不低於1.5%的就業不足率，相對於美
國、英國一般不低於7%的失業率，香港的失業率堪稱極低，港人
應倍加珍惜香港的經濟發展環境。

確保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專家分析，如果「佔中」成為現實，可能會動搖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的地位。據報道，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擔心，若「佔領中
環」實施，將令投資者甚至中央政府，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以及連接內地和世界橋樑的作用失去信心。他認為，金融業
是香港經濟重要一環，也是香港的優勢。內地金融不斷地改革開
放，有不少地方需要借鑒香港。香港一定要把金融做強做大，力
保國際金融之都的地位。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表示，本港正處於政制發展路上的關鍵

時刻，邁步前進或原地踏步，對實體經濟、金融市場會有舉足輕
重的影響。他擔心，在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向上的情況下，如
果再加上本地政局不穩，可能引發一場「完美的金融經濟風
暴」，為國際大鱷提供機會，後果不堪設想。

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安全
毋庸諱言，香港利益與國家利益是一致的，在處理政改問題時，

不能不考慮國家大局，必須捍衛國家利益和安全不受損害，這其實
也是對港人根本及長遠利益的最好保障。正是在「一國兩制」框架
下，香港才得到了國家強有力的支持，中央惠港政策涵蓋領域，既
廣泛又具體；而國家發展，為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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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香港保持經濟高度自由
化，資本、稅制、國際化商業服務及效率和法制優勢，也必將繼續
對國家發揮獨特作用，贏得龐大商機。兩地經濟互惠共贏已成不可
逆轉的現實，說明香港與國家利益緊密相連、榮辱與共。
筆者認為，香港回歸後，中央對香港關愛有加，港人也應有義

務和責任，為國家大局着想，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某些人鼓
動「佔領中環」，勢必破壞香港的金融中心運作，影響不少港人的
生計。因此，香港的政改問題必須與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相
結合，不僅要保護本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同時也有義務維護國家整
體利益和安全。在對待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還須從國家安全的角
度來考量，這也是香港保持長期穩定繁榮的必然需要！

香港的政改問

題必須與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相結合，不僅

要保護本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同時

也有義務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和安

全。在對待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

還須從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考量，這

也是香港保持長期穩定繁榮的必然

需要！

■責任編輯：黃偉漢 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盧偉國

揚清激濁

■張曉明
會見反對
派議員時
強調普選
須顧及國
家安全的
重要性。

■沈家燊（橫額後左二）與僑界社團聯會的青年朋友參與
「8·17大遊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