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
飛在深圳出席最後一場政制發展座談會時直指，香港某
些人提出的觀點背後，其實貫穿一個荒謬的邏輯，這
就是要求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能夠通過普選擔任行政長
官，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不是「真普選」、不符
合所謂的「國際標準」，就要「佔領中環」、搞公民抗
命。李飛質問：「天底下哪有這個道理？」

反對派的基本觀點和邏輯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23日在香港介紹了座談會內兩種

不同的聲音，張曉明一針見血指出，反對派的基本觀
點和邏輯是：反對假普選；全國人大常委會最後確定
的普選辦法很有可能是假普選——早在一年前甚至更
早的時候，他們就已經把這頂帽子扣上了，儘管當時
普選方案還「八字沒有一撇」；為了防範假普選，他
們所謂的「國際標準」不斷搬龍門，從開始提出的
「公民提名」，到三軌方案；之後同意基本法及人大
常委會的決定，但不能有不合理限制。他質疑反對派

認為「自己友」不能「出閘」就是篩選的荒謬邏輯，
揭穿反對派達不到要求就要發動「佔中」威脅中央屈
服的圖謀。

政改為何有如此大的爭議？
張曉明指出兩種對立的意見，說到底是由於思想上

對「一國兩制」存在的不同認識造成的。他引用城大
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葉健民早前
的文章所說，「激進派所主張的，是不認同中央對特
區事務享有主導權，拒絕完全接受基本法的框架，否
定『一國為先』的前設，背後也有深層的對共產黨的
排斥敵視」。張曉明指出這是「一語中的，就像點穴
點到了位一樣」，指出如真正有國家觀念、認同中央
對香港的管治權，而沒有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
政改便不會有如此大爭議。的確，反對派荒謬邏輯與
賭徒心理的背後，是不認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是
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

國務院7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踐》白皮書，依據「一國兩制」原則和基本法的精
神，闡明中央對香港特區依法享有全面管治權。反對
派不認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聲稱白皮書強調中央
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等同「重新制定『一國兩制』
的框架」，「違反基本法」，是「政治僭建物」，是
中央將特區政府享有的權力一筆勾銷，「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名存實亡云云。

反對派多次搬出麥卡錫「恐共反赤」
反對派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在他們掀起的歷

次政治風波中暴露無遺。反對派多次搬出早已臭名昭
著的麥卡錫「恐共反赤」的武器，套襲麥卡錫主義邏
輯，大搞所謂「反洗腦」、「反國教」、「反赤
化」，企圖颳起對國家、對執政黨懷疑、疑慮、仇恨
的「去中國化」的黑風。

張曉明指出，保障國家安全是設計香港普選制度必
須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
義務，從香港的社會政治現實看，也確有必要。香港
反對派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是對「一國兩制」
和國家安全的危害。反對派荒謬邏輯與賭徒心理的背
後，除了有深層的對共產黨的排斥敵視心理外，與香
港反對派和西方反華勢力企圖將香港變為威脅國家安
全和穩定的顛覆基地密切相關。

防止把香港變成反對大陸的基地
張曉明在香港同胞慶祝國慶65周年籌備委員會成立

大會上的致辭中指出，我們看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還要

多一個國家安全的視角。他引
用鄧小平先生說要防止一些人
「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
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指出這句話的深刻內
涵，值得我們去認真領會。

西方反華勢力一直企圖將香港變為顛覆中國政府、
對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橋頭堡和基地，而香港某
些反對派勢力與之密切配合，在香港掀起一波又一波
反中亂港的政治風波。隨特首普選臨近，反對派和
西方反華勢力加緊了搶奪香港管治權、將香港變為獨
立政治實體的行動，反對派勾結西方反華勢力和「台
獨」勢力策動「佔中」，這些都對國家安全構成威
脅。

「災難論」是荒謬邏輯與賭徒心理演繹結果
面對香港反對派及西方反華勢力策動「佔領中

環」，以新的「災難論」威逼中央接受與中央對抗的
人當特首，李飛明確表態，要以最大的決心和勇氣，
果斷決策，作出歷史性抉擇。這表明「災難論」嚇不
到中央。中央堅持不能接受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
這條底線，不只是為了國家利益，也是為了維護香港
利益，維護廣大香港同胞和投資者的根本利益。李飛
的講話不僅明確表達反對「佔中」的堅定態度，而且
傳達出中央將堅決回擊任何製造災難的違法行為。
「災難論」是反對派荒謬邏輯與賭徒心理演繹的結
果，「災難論」嚇不到中央，反對派必須放棄荒謬邏
輯與賭徒心理，回到基本法的軌道。 （全文完）

反對派須放棄荒謬邏輯與賭徒心理
在特首普選討論中，反對派的荒謬邏輯是要求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能夠通過普選擔任特

首，否則就是假普選、不符合「國際標準」；反對派的賭徒心理是鋌而走險「佔中」，企圖

逼迫中央屈服接受對抗中央的人擔任特首。深圳座談會釋放了重要權威資訊，戳穿了反對派

的荒謬邏輯，中央不會向「佔中」這類以發動激進違法活動作威脅的手段屈服，中央會以最

大的決心和勇氣，果斷決策，作出歷史性的抉擇。這是對反對派的賭徒心理的當頭棒喝。反

對派應放棄荒謬邏輯與賭徒心理，回到基本法的軌道。

──人大常委會深圳座談會系列解讀之三

港人代：「過半數」體現集體意志
挺「過半數出閘」盼人大常委會「一錘定音」減爭拗

王敏剛：倡「三個不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敏剛在會上提出「三

個不能」：第一，國家安全不能捨棄，指由於
基本法訂明國防和外交事務是由中央負責，故
必須注意普選與國家安全的關係；第二，行政
長官必須愛國愛港，不能有一點質疑；第三，
對違法亂港的行為，一概不能包容。
王敏剛表示，與會者充分肯定了特首提交
的政改報告，認為經過5個月的諮詢，特區
政府已如實全面反映社會各界意見，亦認為
2016年選舉辦法無需修改。他指出，政改
問題不止是香港的事情，亦是「一國兩制」
發展的里程碑、世界民主發展的地標，「歷
史的抉擇」。

盧瑞安：否決違法方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香港如何
落實普選並非單純的法律問題，更是香港管
治權之爭的政治問題。他在會上講解了香港
的政治環境，指特區政府經廣泛而深入的諮
詢後，提交人大的報告是客觀全面。
他又說，反對派在香港鼓吹違法「佔

中」、「全民投票」等，企圖煽動市民以犯
法方式爭取不合法的方案，因此他希望人大
常委會可以當機立斷，為政改問題「一錘定
音」，否決「三軌」方案、「公民提名」
等，以免再被反對派拖延時間，「應該快、
狠、準作出決定，令社會返回基本法及人大
決定的基礎上討論，避免有人想走彎路。」
至於提名程序方面，他認為「民主程序」

是「少數服從多數」，建議特首候選人應為
2名至3名，並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特
首，「特首當然唔能夠反中亂港。」

馬逢國：符「民主程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逢國表示，他認同特

首提交的政改報告中立客觀，建議人大常委
會修改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並批評反對
派在諮詢過程中，提出很多偏離基本法框架
的方案，浪費不少時間，現時是適當時間讓
人大常委會作出清晰明確的決定。他又認
為，「過半數提名」是合理理解，亦符合
「民主程序」。

葉國謙：冀訂具體框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表示，他主要反

映香港社會普遍期望2017年落實特首普
選，例如有逾150萬人簽名支持普選、反對
「佔中」，希望人大常委會為政改訂下具體
框架，包括提名門檻等。

吳秋北：減反對派誤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則說，他在會上

肯定了特首提交的政改報告，認為內容客觀
全面，如實反映香港社會意見，而且公眾諮
詢期長達5個月，廣度、深度都是前所未
有。他又指，政改問題不單是特區政府的內
部事情，中央亦擔任重要角色，故中央一直
充分聽取社會意見。
吳秋北續指，希望人大常委會就香港政改

問題訂出具體框架，包括提名委員會的組
成、比例和人數，並規定特首參選人需取得
「過半數提名」才可「出閘」，特首必須為
愛國愛港人士，建議候選人需宣誓擁護國家
憲法及基本法。他認為，政改框架愈清晰，
愈可減少香港市民被反對派誤導的情況出

現，可令社會聚焦討論具體方案。

黃友嘉：「過半數」易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友嘉表示，支持特首

提交的政改報告，強調政改必須按照基本法
及人大決定辦事，不能天馬行空構想。他指
出，落實普選須充分考慮香港的獨特歷史和
文化背景，重申香港只是一個特區，中央在
政改問題上有最終決定權。
他認為，提委會應參照選委會組成，保留

四大界別同等比例。早前曾與民主黨會面的
黃友嘉說，會上有向人大常委會反映反對派
的意見，例如他們不會接受「過半數提名」
等，但黃友嘉認為，提委會必須反映集體意
志，以「機構提名」方式提名特首候選人，
故「過半數提名」是最直接易明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北京報道）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昨日開始分組討論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梁振英提交的政改報告。多名列席會議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均表示，他們在會上強調了提名委員會是唯一提

名特首候選人的機構，必須反映集體意志，故「過半數提名」是最直接易明的方法，希望人大常委會為政改訂下

清晰框架，令社會早日聚焦討論具體方案。

林
新
強
：
被﹁逼
宮﹂
涉
政
治
勢
力

廖京山：粵港澳將建世界級城市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香港於1997年回歸祖國後實行
「一國兩制」，成就有目共睹。
廣東省港澳辦主任廖京山昨日接
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粵港澳合
作體現「一國兩制」的獨特優
勢，而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
是中央政府為支持三地發展賦予
的特殊制度安排，目前CEPA（更
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有79項
對港開放在粵先行先試的政策，

涵蓋金融、教育、醫療等28個領域。他指廣東省將繼續按
照中央的部署，與港澳共同建設「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
城市群」。
廖京山昨日接受新華社專訪時表示，近年來粵港澳合作按
照中央部署，大力推進落實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抓住
CEPA和服務業開放先行先試契機，合作不斷取得新突破、
新進展，呈現全面深化的良好局面：「作為國家發展戰略之
一，粵港澳合作承載了探索實踐『一國兩制』的重要使命。
廣東推動粵港澳區域經濟共同發展，有利於提升三地競爭
力，在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中更好體現『一國兩制』獨特優
勢。」

三地貿易增速遠超全國
他指粵港澳合作是「一國兩制」下新型的區域性合作，粵
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是中央為支持三地合作發展而專門賦
予的特殊制度安排，而2003年以來，內地與香港陸續簽署
了CEPA及10個補充協議，目前在CEPA框架下累計有79

項對香港開放在廣東先行先試政策，涵蓋金融、教育、醫
療、交通服務、社會服務、電子商務等28個領域。他表
示，粵港服務貿易近3年年均增長20%，去年廣東與港澳實
現服務貿易進出口額達789.36億美元，與香港服務貿易進出
口達777.67億美元，同比增長40.23%，增速遠超同期全國
服務貿易14.7%的增長率。
對於三地基建，廖京山表示港珠澳大橋建設工程總體進展
順利，截至上月大橋主體工程累計完成投資174.3億元，其
他工程也在推動中，以確保大橋2016年建成通車，而廣深
港高鐵截至上月底累計完成投資59.5億元，廣州南站至深圳
北站段已於2011年12月建成通車，深圳福田站段及相關工
程正加快建設，計劃下年年底建成通車。

競爭力看人才知識技術
民生方面，廖京山表示，三地形成高度共識，共同編制共
建優質生活圈專項規劃，2012年6月在三地同時公佈實施，
推動逐步探索建立香港居民在粵上學、就醫、養老等福利保
障，推動建設優質生活圈，並指今年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首次面向內地17個省、區、市，招收313名學生，
而北京師範大學與香港浸會大學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新校區
首期工程建設預計將於2016年完成：「人才、知識和技術
水平決定了區域競爭力的高下。粵港將繼續加強高等教育人
才合作，為區域發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撐。」
廖京山表示，下一步廣東將繼續按照中央的部署，圍繞

實施粵港、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加快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
自由化，攜手港澳深化合作共識，成熟一項推進一項，務
實推進合作，共同建設「更具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
群」。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連嘉妮）
前香港律師會主席
林新強接受內地官
媒《環球時報》訪
問時表示，他相信
對其提不信任動議
的背後，是有政治
力量介入，但為了
律師會整體利益，
仍然決定辭職。林

重申，自己仍然覺得「中國共產黨好偉
大」，並覺得他自己是被「以言入罪」，感
到這是香港的悲哀。

任建峰與肥黎是行山友
於本月19日宣布決定向律師會理事會請

辭並最終獲接納的林新強，在訪問中表示，
覺得早前對其提不信任動議的背後，是涉及
政治力量。「積極推動此事的蔡家玲律師曾
是(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競選立法會
議員時的核心成員；另一位任建峰律師，我
看過他跟《蘋果日報》的黎老闆(黎智英)、
李柱銘大律師一起行山的照片。他也是立法
會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郭榮鏗大律師的選舉
團隊成員。所以，我感覺此事政治力量介入
很深。」
林新強又提出一項環境證供，質疑有誰能

推動《蘋果日報》天天攻擊他。林續說：

「該報還報道了公民黨余若薇在特別大會上
的提問。她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律師會的
事情跟她有什麼關係？」另外，林亦不滿郭
榮鏗誣衊林以「專業聯合中心」賺大錢，因
為該中心辦公室業主的一位董事，得知有關
交易的資料。他表示，已對《蘋果日報》作
出法律行動。

主動辭職免理事會受壓
林新強認為，其實不信任動議在香港法

律上沒有效力，而且在一般組織，應有
75%以上會員同意才能罷免，但律師會約
9,000會員，只有2,400票支持該動議。對
於自己最終仍然辭任律師會主席一職，他
解釋：「我依然選擇了主動辭職，這樣理
事會的壓力就沒有那麼大。我雖然辭任，
但留在理事會，可以繼續為律師會和香港
服務。」

遭「以言入罪」嘆港悲哀
就自己曾說過「中國共產黨好偉大」，林

新強在訪問中強調，他不只是在喊口號，而
且自己亦敢以中肯、持平的立場發言。他認
為，如果不是共產黨、中央政府的領導，中
國未必能在短短幾十年有這麼翻天覆地的變
化。他對這樣被「以言入罪」，感到這是香
港的悲哀。「香港是一個好地方，言論自
由，行動自由，怎麼表態都可以，這是香港
《基本法》保護的。」

■林新強

■廖京山

■王敏剛 ■盧瑞安 ■黃友嘉■馬逢國 ■吳秋北■葉國謙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昨日開始分組討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提交的政
改報告。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