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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早前撰文誣衊「一國兩制」白皮書削弱香港獨立司
法權，受到社會輿論聲討之後，彭定康繼續不甘寂寞，撰
文對人大決定大放厥詞，揚言中英聯合聲明簽署30年後，
香港具有自由社會的所有屬性，唯一的例外是，香港市民
缺乏選擇由誰管治自己的能力，並形容香港公平選舉制度
「不可企及」，甚至出現「政治痙攣」。他更要求英國政
府主動介入香港普選事宜，並指「這樣做絕非挑釁，而是
責任」云云。對香港前途最沒有承擔，對落實中英聯合聲
明最沒有責任心的人，竟然反過來大談聯合聲明、大談責
任，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彭定康才是破壞聯合聲明的人
基本法序言寫得很清楚：「1984年12月19日，中英

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確認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
權。」這表明中英聯合聲明的性質是確定英國政府於
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予中國政府。中國恢復對香
港行使主權之後，英國對於香港的內政事務就沒有任
何角色和地位。基本法序言同時提到，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制定香港特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區實行
的制度。即是說基本法的依據和法律授權，完全來自
中國憲法而非中英聯合聲明。回歸之後，中英聯合聲
明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

彭定康當年來港擔任「末代總督」，口中說要貫
徹落實中英聯合聲明，但實際做的卻是落實戴卓爾
夫人「香港民主政制走向獨立」的計劃，以利英國

人在回歸後繼續操控香港事務。所以彭定康來港之
後，在 1992 年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中，就提出政治
制度改革方案，大幅改變原有的選舉制度，引入所
謂「新九組」，實行變相直選，並且企圖過渡到
1997 年之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被中方批評為「三
違反」方案，即：一、違反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
承諾，未有在雙方達成協議下單方面公布政制重大
改革的草案。二、違反與基本法銜接的原則，單方
面改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及基本法所規
定第一屆立法會議員的產生辦法。三、違反中英兩
國政府達成的協議、諒解共識和載於兩國外長互相
交換有關香港政治體制發展與基本法銜接達成的諒
解的七封信內之協定。

對於彭定康的 「三違反」方案，已故國家領導人鄧
小平曾語氣嚴厲地指： 「香港的情況我很清楚，香港
問題就是一句話，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鄧小平
一針見血指出：「英國人最近要從政治入手，搞『政
治民主化』來保持英國在香港的影響，九七後英國仍
然要管理香港。」「這種訛詐的方式和主張，是嚇不
倒中國人的。中國人在主權問題上不會放過一分一
毫，更不用說一寸。」（《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
綸巾》）這說明彭定康為了實現回歸後繼續維持英國
影響力，不惜破壞中英兩國協議，公然撕毀中英聯合
聲明。他根本就是最無資格講聯合聲明的人。

外國政客應管好自己嘴巴

彭定康現在開口閉口的聯合聲明，在他眼中不過
是服務政治需要的工具，為了政治目的，他可以採
取「煎皮拆骨」的手段，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破壞
兩國外長關於政制問題的諒解，損害了港人按照基
本法治港的權利。可惜，最終他的「直通車」方案
徹底失敗，只能灰溜溜地捧着英國國旗歸國。了解
到彭定康的過去，就可以知道他現在的說法有多無
恥。他不顧老臉走出來，不過是要為英國代理人打
氣鼓勁，表示大英帝國會為他們的奪權行動提供需
要的支援而已。

如果說彭定康是過氣政客，未必能夠完全代表英
國政府，但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說法，則是赤裸裸
地反映美國政府介入香港政改事務。「美國支持香
港依據基本法和香港人民的願望，舉行普選。」並
揚言：「如香港下屆特首經由符合『國際標準』的
普選產生，合法性將大大提高。」這種說法已經違
反了國際禮節和慣例，任何主權國家都不會接受這
種干涉內政的言論。為此，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昨日
隨即強硬回應，指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
別行政區，它已經不是 1997 年之前的香港。香港特
區政府事務屬於中國內政，「我們反對任何外國勢
力以任何方式進行干涉。這一立場是非常堅決、非
常明確的。」在涉及中國主權尊嚴的香港政制發展
事務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不允許任何外國插
手干涉。外國政客應管好自己嘴巴，不要自討沒趣
之餘，更貽笑大方。

卓 偉

彭定康最無資格講聯合聲明 外國須對香港政改閉嘴
外部勢力繼續對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說三道四：「末代總督」彭定康昨日在英國《金融時

報》撰文肆意抹黑人大決定，並指英國有道德及政治義務為香港普選問題發聲，確保中國履

行中英聯合聲明承諾云云。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又巧合地談到人大決定，指美國支持香港「民

主運動」示威者，以落實「國際標準」的特首普選。英美同步發功干預香港政改，反映外部

勢力正卯足全力意圖否定人大決定，也說明政改背後正是香港管治權之爭。諷刺的是，彭定

康以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介入政改的理由，但他在任內卻做了大量破壞中英聯合聲明的事情，

搞出「三違反」方案，破壞平穩過渡。他現在卻走出來大談聯合聲明的落實，可說是厚顏無

恥，自暴其醜。香港政改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外部勢力在特首普選上

應閉嘴，以免自討沒趣。

外交部：港政改不容外力干涉
反駁美英說三道四 指特首普選關係中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馮 婷
芝）新學年剛開
始，學聯大力煽
動大專生於本月
22 日罷課一星
期。在香港教育
學院昨日舉辦的
入學禮上，校長
張仁良呼籲學生
要從多角度作理
性思考，有胸襟
包容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該校會以學生整體學
習利益為大前提，教師「罷教」也要依足程序
請假，並向學生交代。另外，公開大學已表明
不鼓勵罷課，以免影響學生正常學習。
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梁麗幗昨日在電台節目

稱，「罷課不罷學」是各院校學生會的共識，
學聯計劃於本月22日起罷課一星期。同場的浸
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黃偉國指，目
前有40多名學者支持罷課。他又稱，若校方無
明顯打壓、警告或「溫馨提示」，等同間接鼓
勵師生彈性處理罷課問題。

交流生：罷課作用不大
香港教育學院昨日舉行入學禮，約2,000名
新生出席。會場外，有人向學生派發黃絲帶和
罷課宣傳單張。有新生指，不理解罷課目標及
詳情，暫未決定是否參與。有交流生認為，罷
課作用不大。

張仁良盼學生理性思考
張仁良回應罷課的相關提問時指，校方一向

尊重言論自由，也希望同學要理性、從多角度
思考，「他們應尊重同學有表達自己立場的權
利，亦希望同學有接受別人有不同立場的胸
襟。」

被問及會否懲處參與罷課的學生，他指教職員及學生
應該跟校方溝通，該校會以學生整體學習利益為大前
提。如教師「罷教」，須按程序請假，以便向學生交
代。
絕大部分教資會資助院校發言人均表示，尊重學生及

教職員的言論自由，亦期望學生參加社會活動時以和平
理性的方式表達意見，並包容和尊重他人的不同意見。
公大發言人強調，若有學生或教員參加罷課，公大教學
活動仍會如常進行，讓希望上課的同學繼續學習。校方
不鼓勵學生及教師罷課，希望學生正常的學習生活不受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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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昨日被問及中方批評英國「調查」中英聯合聲明頒布30
年的實施情況是在干預中國內政時表示，香港基本法為
了香港好，比中英聯合聲明「行得更多」，「中英聯合
聲明一句也沒有提及普選，但結果在（香港）基本法卻
提及普選。」
另外，記者會結束後，有記者進一步追問前港督彭定

康撰文，聲稱英國政府未有「譴責」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又稱英國對香港有「道義責任」時，董建華副主
席未有具體回應，只笑稱「不值得回答」。

港基本法提普選
董：更勝聯合聲明

■張仁良強調，教院以學生
整體學習利益為大前提。

教院供圖

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早前發起調查，並在網上
徵集有關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執行的有關證據

和建議。全國人大外事委日前致函英國議會外事委，
批評英國議會外事委員會的調查「是對中國內部事務
的干涉」，「向外部世界發出錯誤信號，並會干擾香
港政治改革。」中國「不會容忍來自英國人和任何其
他外部勢力直接或間接的干涉」，並警告英國此舉將
損壞中英兩國關係。不過，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
主席屋太維聲稱，議員不會遵照中方要求。

美國務院發言人撐港示威者
美國更於日前「接力」，美國務院發言人公開向傳
媒稱，美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示威者，並稱「最
大可能程度」的高度自治，與實行法治的開放社會，
對香港穩定繁榮是不可或缺的，「美國支持香港依據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人民的願望，舉行普選……如
香港下屆特首經由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產生，合
法性將大大提高。」
在中國外交部昨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
問：「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日前稱，美方支持根據基本
法在香港實現普選。美方相信，擁有盡可能的高度自
治和實行法治的開放社會，對香港的穩定和繁榮至關
重要。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時強調，按照中國全國人大常

委會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辦法作出的決
定，實現行政長官普選是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性進步，
「在有關問題上，中央政府的立場已經非常清楚了。」
秦剛說：「我想再次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普選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也關係到中國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符合包括美
方在內的國際社會共同利益。」

盼國際社會客觀看待人大決定
他又強調：「我還想強調，香港政改問題是中國內

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進行干涉。我們希望國際社會
能夠客觀、積極地看待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做有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事情。」
有記者再問道：「有報道稱，中方要求英方取消針

對香港政改的質詢，但遭到英國議員拒絕。中方對此
有何評論？」

特區政府事務屬中國內政
秦剛回應時說，外交部已多次重申，現在的香港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它已經不是1997
年之前的香港。香港特區政府的事務屬於中國內政，
「我們反對任何外國勢力以任何方式進行干涉。這一
立場是非常堅決、非常明確的。」
他說：「自從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在香港得到了成功實
踐，這是任何不帶偏見的人所公認的。我們希望國際社
會，包括英國的那些議員們，能夠客觀、公正地看待這
一事實。同時，我們希望有的人能夠更加現實一些。今
日的香港已經不是1997年前的香港。任何對香港事務的
指手畫腳、說三道四都是徒勞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金融時報》昨日刊
出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的文章。他聲稱，香港市
民缺乏選擇由誰管治自己的能力，全國人大常委會所
作的決定是「政治痙攣」，又稱英國「有持續的道德
和政治義務」，確保中國「尊重其承諾」。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批評，彭定康擔任港督期間，沒有做好施
政，只懂搞亂香港，為香港回歸增添難度，現在又說
三道四，是在火上加油。
《金融時報》昨日刊出彭定康的文章，題為《香港

困局考問英國道義責任》。他在文中稱，香港具有自
由社會的所有屬性，「唯一的例外是，香港市民缺乏
選擇由誰管治自己的能力」，「這個特區最新的『政
治痙攣』，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議的選舉安排引起
的，這一安排將阻止『民主派』和中國可能不認同的
其他派別人士競選行政長官……這種審核在一定程度
上與伊朗的制度相同。」
彭定康在文中稱，《中英聯合聲明》保證了香港在
1997年回歸中國後的50年生活方式不變，英國據此將
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而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承諾
被列入聯合國備案的國際條約，「英國對確保中國尊
重其承諾方面，有持續的道德和政治義務……假定英
國政府遲早將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發表評論，這
將不是挑釁，而是一種責任。」
他又稱：「當中國官員抨擊英國議員和其他人就香
港事態發表評論時，他們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英國
也負有50年的條約義務，反映出我國在過去說過的
話、作出過的承諾。未能履行我方的承諾顯然將是不

光彩的……沒有人預料到，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30年後的今日，一個公平的選舉制度（於香港）仍然
是不可企及的。」

譚惠珠揶揄：彭定康抽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譚惠珠

昨日揶揄：「送個蛋撻畀彭定康食，抽水抽成咁樣，
唯有畀個蛋撻佢歎吓，其他事情不值一提。」

王敏剛：勿破壞兩國感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法小組組長王敏剛昨日指

出，彭定康是港英統治時代最後一屆港督，當年在
港製造了很多事端。同時，英國從現時的整體國際
形勢，對國家採取友好的態度，彭定康作為資深的
歐洲政治家，希望他能夠少說兩句，不要破壞兩國
感情。

吳亮星：證明英美圖插手港事務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金融界立法會議員吳亮星昨日

批評，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百多年，一直拒絕給港人民
主，卻到今時今日才對中國說三道四。香港已經回歸
中國，香港事務屬於中國內部事務，彭定康的言論完
全不尊重中國，更對近日的政改討論「火上加油」。
他又批評，英、美時常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是次彭

定康的舉動，進一步證明英、美的干預行為。英美兩
國不斷大談民主，但對自己的國民就毫不民主，完全
是虛偽的表現。

馬逢國：彭才是違反聯合聲明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議員馬逢國昨日批評，彭定康作為最後一任港
督，不應該在這個時間「說三道四」。當年彭定康來
港不是搞好過渡期的工作，反而不斷搞亂香港，增添
回歸難度。他聲稱，中國違反聯合聲明承諾，其實他
自己才是違反聯合聲明者。

王庭聰：不應受外部勢力影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會長王庭聰昨日

批評，某些別有用心者只為了個人利益，做出一些有
損害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行為。他強調，一人一票選
特首已經「擺在眼前」，香港市民應該理性、認真地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訂定的框架商討，不應受到外部
勢力影響，做出損害香港社會繁榮穩定的行為。

盧偉國：彭定康應遵守外交守則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會長、工程界立法會

議員盧偉國昨日表示，香港政制發展是國家及香港的
內部事務，不覺得外國有甚麼責任，彭定康的說法令
人感到奇怪，更令人覺得此舉對中國不太尊重。
盧偉國坦言，彭定康的言行正是中央及香港市民最

不希望看到的，加上彭定康身份敏感，為免引起懷
疑，彭定康應該遵守外交守則，不要對別國的內部事
務說三道四。香港市民應該齊心合力，達到普選目
標。

各界批彭定康昔亂港今又搞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就香港政改問題作出決定，美國卻再

次說三道四。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日前聲稱，美國支持香港「民主運動」的示威者，又聲言

「如香港下屆特首經由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產生，合法性將大大提高。」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昨日嚴正指出，香港特首普選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也關係到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

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符合包括美方在內的國際社會共同利益。香港政改問題是中國

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美國干預中國內部事務，畫作諷刺美國連某人如廁
沒有帶廁紙也要干涉。

■ 秦 剛 強
調，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普選
事關香港長
期 繁 榮 穩
定，也關係
到 中 國 主
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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