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政情與評論

「國家坐標」：「一國」原則不容挑戰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普選是「一

國」之下的地區選舉，不是一個國家的選舉，也不是
一個政治實體選舉。香港普選應該依據香港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進行。然而，一段時間以來，香港社會關於
行政長官普選問題爭議激烈，一些人拋出了「國際標
準」、「公民提名」等偽命題，鼓動市民「佔領中
環」、「公民抗命」、「罷課罷學」，一時間，香江
兩岸，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從表面上看，這些爭議是制度之爭、規則之爭、程
序之爭，實質上是政治問題，是要衝擊「一國兩制」
的底線，其核心就是：要不要遵守香港基本法，要不
要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界線和標準；其重要目標就
是：誰來掌握香港的管治權。如果僅僅是制度規則程
序之爭，香港基本法已經定立了基本的制度和規則，
不難達成一致。但一些人要求在香港基本法之外另搞

一套所謂的普選辦法，如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就不
是「真普選」，就要「佔中」、「抗命」，擺出一副
撒潑耍賴的架勢。回過頭來看，這些人不是不懂香港
基本法，而是借普選之機，想把香港變成「獨立或半
獨立的政治實體」，甚至為邁向「港獨」搭橋鋪路，
政治目的十分明確。

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 億中國
人、包括700萬香港市民決不允許分離主義抬頭，這
是一條底線。而要堅守住這條底線，就必須讓普選
回歸到香港基本法設定的軌道上來，就不能允許與
中央對抗的人擔任行政長官。這樣做，既是為了維
護國家安全、大局和利益，也是為了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和民生，維護廣大香港同胞、投資者的根
本利益。

人大決定一錘定音，從國家的角度看，這是從國家
的最高利益出發做出的正確決策，起到了「立牌指
路」的作用。

「歷史坐標」：清醒認識香港歷史
回歸前的150多年，香港處於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

歷屆港督由倫敦欽點，香港的治理模式是「英人治
港」，港人根本沒有選舉最高行政事務負責人和組織
政府的民主權利。直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時，當時的立法局議員仍然由官守議員和委任議員組
成，港人被排斥在決策層之外。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在擬定對港基本方針時，就
提出在香港建立民主制度，香港基本法明確了「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1997年7月
1日，自董建華宣誓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任行政長
官開始，港人才真正登上了香港的政治舞台，香港由
此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香港的民主發展歷程只有不足30年，民主的經驗和
歷練都還需要時間進一步積累。香港基本法規定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達至由普選產生是最終目標。
20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明確了香港普選的
時間表。這次人大決定敲定了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行
政長官普選的時間表，它意味着，在香港回歸20周年
的時候、在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中
期還不到的時候，香港市民就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
應該說，香港普選的進度快多了，既遠遠快於歐美國
家的普選進度，也超出了回歸當初的預想。

「發展坐標」：循序漸進推動普選
從發展的角度看，民主的實現過程不是一蹴而就

的。我們不妨看一看歐美國家普及選舉權走過的路

程：英國在十九世紀
三四十年代就提出實
現選舉區平等，直到
1970 年才實行 18 歲
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
地享有選舉權，經歷
了 150 年左右；法國
1789 年頒佈《人權宣言》，直到 1974 年才通過憲法
修正案，規定18歲以上的男女平等地享有選舉權，
經歷了185年；美國1787年頒佈憲法時就規定了公民
的選舉權，直到1971年才實現了普選權，經歷了184
年。

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推進普選，是世界多數國
家的選擇。因為，從發展目標上看，這樣可以實現
「有序民主」，把理性的制度與激情四射的民意有機
結合，讓民主的火車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從實現路
徑上看，這屬於「漸進式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減
小社會震盪和不穩定因素。正如張曉明8月18日與部分
反對派獨立議員會面時所說的那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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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人大決定，關鍵是在它的時間和空間兩個坐標
中，看它是否適合香港的實際情況，看它是否有利於
「一國兩制」在港的實踐和推進，看它是否有利於維
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看它是否有利於香
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和市民福祉，這正是張曉明主任提
出的多從國家的角度、歷史的角度、發展的角度看待
香港普選和政改的應有之義和內涵。

屠海鳴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永遠名譽會長、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中國僑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協常委

從國家、歷史和發展角度 觀察香港普選「時空坐標」
要把一件事情看清、看準、看透，就要多角度看。如果只看一點，不及其餘，無異於盲人

摸象。中聯辦主任張曉明9月3日在香港青年聯會會董就職典禮說，人大決定是在當前的

「時空條件下」最合適的方案。的確，任何事物都是特定時間、特定空間的產物。判斷一件

事情的價值，必須將其放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兩個坐標上去審視，才能得出正確結論。就現

在的香港來看，這個方案無疑是最佳選擇。張曉明的講法給人們一個重要啟示：觀察香港普

選問題須有「時空坐標」。這個「時空坐標」，既包括空間概念上的「國家坐標」，也包括

時間概念上的「歷史坐標」和「發展坐標」。只有從國家的角度、歷史的角度和發展的角度

觀察普選，才能理性務實推進政改進程，造福700萬港人。

■屠海鳴

戴耀廷借題發揮，抹黑按人大決
定普選特首是「地溝油菠蘿包」，
反對派堅決不會接受，寧願原地踏
步。
為甚麼如此？戴耀廷不打自招，
說出了反對派的黑心目標，就是要
維護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選民票數
多過行政長官的狀況，讓反對派繼

續在立法會橫行無忌。戴耀廷說：「非普選產生的執
政者可能還因缺乏認受性而有所顧忌，但一種經操控
的選舉而不是公平選舉而產生的執政者，就可以假普

選之名卻無普選之實去施政。他會帶來惡的危險是遠
大於會帶來善的可能。」戴耀廷說，一旦實現了普
選，行政長官獲得的票數「比任何立法會內的議員都
高」。這樣一來，反對派就不能壓倒行政長官了。所
以他們贊成原地踏步，主張1,200人選舉特首，反對
500萬人選舉特首。
這說明反對派的政治目的，一黨一己的利益壓倒

一切，不惜讓香港分化對立，經濟民生問題不能解
決，讓香港的經濟增長遠遠低過鄰近地區的對手，
最好是香港長期衰退下去，喪失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讓香港人陷入赤貧狀態，藉以證明「一國兩

制」不成功，讓香港成為中國崛起的絆腳石，讓香
港成為顛覆內地的橋頭堡，這就是反對派反對特首
普選的真正原因。
戴耀廷把人大按照基本法作出決定，為普選開

綠燈，強詞奪理地說成是「地溝油菠蘿包」，是
強行「砌生豬肉」。倒是反對派的所作所為，才是
真正的「地溝油菠蘿包」。「地溝油菠蘿包」的出
現，是有人埋沒良心，為牟取暴利，罔顧消費者的
安全和利益。香港政改的對抗問題，根本原因就是
反對派以自己的利益為唯一根據，完全漠視700萬
香港人的利益，挑戰13億人民的利益，反對按照
基本法行事，提出「佔領中環」的鬥爭策略，足
見他們的黑心，和製造地溝油的黑心商人如出一
轍。
如果反對派議員真的在立法會否決特區政府的政改

方案，香港就很可能進入對抗時代，香港今後繁榮穩
定就會受到摧殘，香港的經濟就會一落千丈，700多萬
人的身家就會受到極大的損失，香港的就業機會將大
不如前。
如果香港市民同心同德，通過政改方案，500萬選民
就可以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特首的威信將會大大提
高，可以推動和內地經濟融合的產業振興計劃，充分
利用內地的市場和資源，充分利用中國和東南亞成立
自由貿易區的有利條件，利用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黃
金機會，迎接香港未來經濟高速度發展的「黃金20
年」，屆時香港人人安居樂業，競爭水平和市民工資
步步高陞。普選特首，對700萬港人而言，絕對不是
「地溝油菠蘿包」，而是搭上經濟快速列車。絕不能
讓充當外國代理人的反對派，破壞普選，摧毀香港的
未來。

戴耀廷「地溝油論」暴露黑心目標 高天問

■責任編輯：林立勝 2014年9月11日（星期四）

顯「一國兩制」優勢
滬港通深化交流

政總東翼前地 晚11朝6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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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昨日公布
「五大」行政會議成員的最新民望
數字。結果發現，行政會議召集人
林煥光支持度最高，錄得52.8評
分，是唯一評分超過50分的行會成
員，其餘依次為葉劉淑儀、羅范椒
芬、鄭耀棠、李慧琼，評分分別為
49.1 分、42.1 分、40.7 分、40.6
分。
民研計劃於上月底至本月初，

分兩階段先後成功訪問了1,007名
及1,019名市民，獲得提名次數最

多的6名議員進入第二階段評分調查，了解行政會議成員排
名調查。

葉太第二 羅太第三
調查顯示，市民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的最新支持度排名，林

煥光以52.8分位列榜首；排第二位的是葉劉淑儀，評分為49.1
分；位列第三至第五位，分別是羅范椒芬、鄭耀棠、李慧琼，評
分分別為42.1分、40.7分、40.6分，市民對排名首五位行政會議
非官守議員的平均分為45.1分。
針對過去一年總結「五大」排名，有4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曾經上榜4次，葉劉淑儀、林煥光、羅范椒芬、李慧琼排名第一
位至第四位，分別得52.8分、52分、45.6分及44.4分平均分；
鄭耀棠曾經上榜三次，平均得41.5分，排名第五；至於陳智思
上榜一次，平均得50.3分，排名第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自明）
俗稱「公民廣場」
的特區政府總部東
翼前地完成保安工
程後昨日重開。工
程包括在廣場外圍
加設約3米高的圍
欄、在總部入口豎
立防撞柱，以及在
接連夏愨道行人天
橋的扶手電梯前加裝玻璃門。行政署同時發出告示指，「公民廣場」日
後將於每晚11時至翌晨6時關閉，一般人士不得內進，而團體仍可向署
方申請於周日及公眾假期在廣場集會或遊行。

防範政總再受衝擊
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7月中開始封閉，進行加強保安措施的工程，
包括在公民廣場四周加設3米高的灰色圍欄，東翼門外加裝了5條約一米
高的鋼柱躉，通往金鐘海富中心的扶手電梯亦加裝了玻璃屏風，而廣場
各個出入口均有保安員把守。有立法會議員認為，由於今年年中立法會
審議高鐵撥款時，有示威者作出激烈的行動，相信今次政總工程是要防
範有人再衝擊政府總部。
行政署貼出告示指，東翼前地重開後，作為日常通道的安排並無改變，

日間往來政府總部或立法會的訪客，一般會獲准進入，而經過東翼前地的
行人路，不會受到影響。但東翼前地將於每晚11點至清晨6點關閉，一般
人士不得內進，但立法會議員和持有由政府總部或立法會發出的職員證和
記者證的人士，則可如常進出。團體亦可向行政署申請，周日及公眾假期
在廣場集會或遊行。

梁振英昨日出席一項國慶活動開幕禮致
辭時表示，幾十年來，香港的社會和

經濟發展，動力主要來自內地的改革開放。
他指，今天香港企業和個人在內地的經濟活
動，地理上已經遠遠超越過去的珠三角，遍
布大江南北各個城市，而經濟活動所屬的產
業，也從以往的製造業，擴大至漁、農、礦
業以及服務業等行業。

港交所上市內企達854家
梁振英強調，通過CEPA及區域合作平台，

香港和內地在金融機構、金融工具、資金及人
才方面的互流互通都大大加強。香港證券市場
既國際化又活躍，融資功能突出，內地企業除
了透過這個平台籌集資金，同時也以符合本港
上市要求，提升透明度和企業管治水準，走向
國際。
他指出，到今年8月底，香港交易所上市的

內地企業達到854家，內地企業約佔總市值的
59%，股份成交額約佔交易所的整體股份成交
額的69%。他表示，在國家的支持下，香港已
發展成為全球最具規模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
心，繼續擔當內地走向世界的門戶。

打通滬港證券市場具戰略性意義
梁振英又指，今年4月，李克強總理在海南

博鰲論壇宣布建立上海與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滬港通」將打通香港與上海證
券市場，不但有助深化兩地證券市場，更具有
深遠和戰略性意義。
他強調，很高興看到香港在內地資本市場

面向全球雙向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
揮的重要作用，發揮香港「一國」和「兩
制」的優勢，突出香港作為國家的國際金融
中心，也作為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的特殊地
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內地經濟

發展為香港帶來不少機遇，同時，香港亦成

為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最佳跳板，加速內

地與世界經濟接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表示，香港數十年的經濟發展主要來

自內地改革開放，港人在內地的經濟活動已

由珠三角發展到遍布大江南北，產業由製造

業擴展至服務業等行業，CEPA亦促進兩地

經濟互流互通。他又強調，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在4月公布滬港股票互聯互通，進一步深

化兩地交流，使香港在內地資本市場開發及

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發揮「一國兩制」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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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完成保安工程後昨日重
開。 資料圖片

▶香港和內地深化交流，使港在內地資
本市場開發及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發
揮「一國兩制」的優勢。圖為中國人民
銀行。 資料圖片

▲梁振英表示，港在內地資本市場面向
全球雙向開放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發
揮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