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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創新法律制度
政權成功移交成就偉大 成功實踐增中英互信

離任發布會憶在港工作時光
在回歸前曾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

席代表辦事處一等秘書，並在2010年1月
底就任英國駐華大使的吳思田，在離任發
布會上回憶起在香港工作的時光表示，中
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國兩制」是法律和制
度方面的創新。他說：「我相信香港政權
成功移交，是一個偉大的成就。這是沒有
先例的事情，所謂『一國兩制』也是沒有
先例的。」
他坦言，在「一國兩制」提出的初期，

中英雙方都存在一些疑慮的聲音。英國不
確定中國是否會尊重彼此的協定，而中國
則懷疑英國是否會在移交時保持香港社會
良好的秩序。「事實證明，這方面的疑慮
是錯的。」
吳思田認為，香港回歸以來保持了繁榮

發展的勢頭，「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
實踐進一步增進了英中之間的互信。

料中英貿易續跨越式發展
回顧5年來的駐華大使工作時，吳思田

提到，英國已成為中國在歐盟內的第二大
貿易夥伴，第二大實際投資來源地和中國
海外投資的主要目的地國。「在中國經濟
放緩的情況下，中英貿易仍在上漲，要看

到這不是緩慢的增長，而是雙邊經貿關係
的跨越式發展」。
吳思田重申，英國歡迎中國的投資，中

國投資的成功也符合英國的根本利益，英
國願意繼續加強同中國的經貿關係。「當
我回顧任期5年，感到備受鼓舞。」

「中英迎來彼此合作黃金時代」
他還提到任期內實現的中英簽證便利

化、推進雙方人文交流、低碳環保、能
源、金融、醫藥衛生等領域的合作。
「中英已迎來彼此合作的黃金時代，希
望雙方企業抓住機遇，積極拓展合
作。」
提及中英雙邊關係曾因英國首相會見達

賴喇嘛而陷入低谷時，吳思田坦言，這是
一個「教訓」，是他經歷的「很艱難的一
段時間。」他認為，英中在面臨分歧時應
保持溝通，顧忌彼此利益，尊重彼此不同
的體制和歷史，「我堅決相信，我們共同
的利益大於分歧。」
他在發布會最後說：「我將非常想念中

國。中英有巨大合作潛力，我對中英關係
的前景充滿信心」。擔任英國駐華大使近
5年的吳思田將在本周正式離任，下周啟
程回國，而新大使吳百納（Barbara
Woodward）將預計於明年1月到任。

英駐華大使
吳思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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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人
民日報》海外版昨日發表署名文章，
比較港、澳回歸後的經濟及政治環
境，指港、澳經濟均有增長，但香港
的政治化問題嚴重，反對派形如台灣
「綠營」，甚麼政策都反對，這種
「反叛」表現，主要是對「一國兩
制」的理解和落實出現偏差。倘香港
選擇繼續「任性」下去，不僅損及
「一國兩制」，還會耽誤香港的發
展，平白給自己「添堵」。
這篇題為《不懂「一國兩制」才是

「佔中」內因》的署名文章指出，澳
門社會安定祥和，澳門特區政府施政
高效順暢，居民幸福感很強；香港社
會政治化嚴重，反對派政黨甚麽政策
都反對，一反就把問題扯到內地身
上，而「佔中」可說是政治對立的大
爆發。
文章形容，香港「有點叛逆、有點抗
拒」，根本的原因在於香港社會對「一
國兩制」理解和落實出現偏差，例如早
前的「佔領」行動，本質是挑戰香港基
本法和「一國兩制」，要求全國人大常
委會撤回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更
等同挑戰國家權力。香港社會有「心
病」，「對中央、內地相關安排先入為
主地牴觸，而不論其是非對錯。」香港
若繼續「任性」下去，不僅損及「一國
兩制」，還會耽誤香港發展，更是平白
給自己「添堵」。

周永康認失敗失策
威脅再發動罷課罷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佔領」行動失敗落

幕逾半個月，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昨日發表所謂「反
思」文章，承認他未能與部分「佔領」者建立信任是
失敗，學聯在行動中更是處處失策，責無旁貸。周永
康隻字未提「佔領」行動破壞法治和經濟民生的嚴肅
責任，更聲稱未來要發動更廣泛的罷課罷工行動，亂
港之心不死。
周永康昨日在其個人Facebook發表題為《前思後索

催淚煙後的風雨飄搖》的文章，表達所謂對「佔領」
行動失敗的「反思」。周永康在文章先再次死撐，提
到早前接受有線電視專訪時，指學聯發起「佔領」行
動是要「推學生去死」，聲言這是記者個人看法，他
原意被「錯誤理解」。

無法獲「佔領」者信任 自認無能
不過，他隨後在文章承認，無法與部分「佔領」者

建立信任，更因流言蜚語，使人瓦解對學聯的信任，
「這是我的失敗」，又承認學聯在整體「佔領」行動
中處處失策，「對於無法挽回的錯，我只能為我們的
無能，致歉與反省。」
他續稱，「雙學」在後來升級行動中亦以失敗告
終，慘致眾人受傷，「籌劃失當實在己身，責無旁
貸。」不過，對「佔領」行動影響廣大市民的嚴重過
失，周永康卻隻字未提。
周永康又在文章大爆反對派內訌，指「佔領」行動

期間，被激進分子指他「勾結『泛民』賣港」，不甘
受到一些人士攻擊他。
周永康「反思」過後，仍在文章聲稱要發動更多亂

港行動。他稱，未來要加強滲入社區，聲稱以後要小
心評估「公民抗命」的部署，更需考慮更多「非直接
行動」，如更廣泛的「不合作運動」，由罷課、罷
教、罷工、罷市以至公務員及警方拒絕為「政權」服
務等。

廖長城：普選特首是政制跨大步

提名模式可能性仍多 陳弘毅籲推合理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
府政改第二輪諮詢將於下月初啟動，基
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
授陳弘毅昨日表示，政改仍有許多可能
性，各界應把握機會，在諮詢期內積極
推動一些合理建議，並強調政改方案應
由市民選擇接受與否，反對派無權代表
港人決定政制原地踏步。他指出，中央
近期多次強調「一國」，是提醒港人中
央對特首有實質任命權，反對派目前應
與中央協商派內的「愛國愛港」者參
選，拒不妥協只會更加沒有機會「入
閘」。
陳弘毅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
中央和特區政府不能改變人大決定是政
治現實，不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
決定只提供了普選框架，具體細節仍有
討論空間，內容有待第二輪政改諮詢時

細化，以達致具體可運作的普選。
他續說，目前，提名模式等仍有許多

可能性，包括吸納保守或較開放的方
案，值得各界推動一些有一定合理性的
建議，並強調最終應由市民去選擇是否
接受政改方案，不應由反對派去代表市
民決定是否政制應否原地踏步。
被問到中央領導人近期何以多次強調

「一國兩制」下的「一國」概念，陳弘
毅指出，中央是希望港人能認識到，在
「一國兩制」下，中央對特首有實質任
命權，如以完全開放的機制，產生一名
中央不願意接受的人選，便會出現所謂
中央「守尾門」的憲制危機。

提委會「守前門」確保候選人獲中央接受
他續說，人大決定的一個設計原則，

以提委會「守前門」，確保候選人都是

中央能接受，就是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憲
制危機，毋須中央行使不任命權。中央
強調「一國」，可提醒港人中央對香港
政改問題有合法權力，不要意圖改變人
大決定。
就反對派質疑人大決定令反對派中人

不能候選特首，陳弘毅強調，在人大決
定下，不可能保證反對派必能「出
閘」，這也是人大決定的精神。

反對派拒溝通協商 不可能「入閘」
他認為，中央官員既認為反對派亦有

人是愛國愛港，這意味着中央仍可能和
反對派在人選方面商討。如果反對派至
今仍無任何溝通協商的話，將來的普選
方案則不可能讓反對派「入閘」。
陳弘毅指，普選階段的「白票制」是

參考了至少十個國家及地區的選舉制度

而提出，認為這可提供正式途徑，讓市
民就提委會的滿意程度提出意見，促進
提委會的問責性。不過，最終如有過半
數選民投白票，選舉便無效，陳弘毅建
議屆時的處理方法，可由提委會自行選
出「臨時行政長官」，任期兩至三年，
具體年期可再商討，做法類似香港曾有
的「臨時立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始祖）特區
政府將於下月展開政改第二輪諮詢，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廖長城昨
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2017年若
香港可普選行政長官，將是政制發展
跨越的一大步，屆時香港社會將可解
決不少矛盾，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否則，他擔憂香港會陷入長
期政治爭拗的困難處境，經濟發展會
遠遠落後新加坡、韓國等鄰近地區。
他又相信，今次政改不是終極方案，
未來可以按實際環境，循序漸進繼續
優化提委會的組成方法。

人大決定是向13億人民和歷史負責
違法「佔領」行動以失敗告終後，

反對派議員仍口氣強硬地聲稱，「若
不撤回人大決定，或無『公民提
名』，將會否決政改方案。」廖長城
在接受訪問時表示，他看不到全國人
大常委會撤回及改變政改決定的可
能，因人大決定是要向中國13億人民
負責，要向歷史負責。
他坦言，「香港在殖民統治年代沒
有民主政制，反觀今日港人當家作
主。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這是
政制發展跨越的一大步。」

必須要有提委會 不能有「公提」
廖長城更特意取出香港基本法，表
示其中第四十五條已清楚寫明特區行
政長官「最終要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
生」，故認為必須要有提委會，不能
有所謂的「公民提名」。
他形容，「提名委員會是社會縮
影，四大界別的均衡參與，保持了香
港繁榮穩定。任何人都有平等機會給
予提委會提名，再由500萬名選民普選
產生，這是先追求『質的民主』再追
求『量的民主』。」

大部分人想政制向前走 籲反對派順民意

廖長城續說，提委會將會包括社會
不同界別人士，並不是為了某部分人
「出閘」而設計，並指「政改方案獲
通過，看不到會對『泛民』造成任何
不利」，故希望反對派議員不要「輸
打贏要」。他又認為，若香港大部分
人均希望政制能夠向前走，反對派議
員應順應民意，有責任支持政改方案
通過。
廖長城又表示，若能通過政改方

案，屆時香港社會將可解決不少矛
盾，氣氛將會較和諧，特區政府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否則，他
擔憂香港會陷入長期政治爭拗的困難
處境，經濟發展會遠遠落後新加坡、
韓國等鄰近地區。

政改第二輪諮詢 商討空間仍多
廖長城認為，政改第二輪諮詢仍有

好多商討空間。對於有人擔心今次政
改是終極方案，廖長城指，相信未來
可以按實際環境，循序漸進繼續優化
提委會組成方法。
被問及中央官員在多個場合多次強

調香港政改不能損害到國家主權，廖
長城指出，目前國家正面臨全球不同
挑戰，故會更重視國家主權安全、國
家利益等問題。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的
「佔領」行動、鼓吹「公民提名」，
均令中央政府十分擔憂，而以「佔
領」脅迫中央，只會令中央更不信任
香港。
他認為，香港應與中央政府建立互

信關係，而過程是需要透過正面溝
通，屆時將可在不同問題有更多交
流。
廖長城在整個訪問過程中，多次提

及希望2015年政通人和，否則經濟民
生亦會頓成空談。
他指出，相信特區政府會盡最大誠

意，爭取通過政改方案，但要達致政
通人和，不能單靠政府，香港社會各
界也要配合。

冀港青多了解國家 好好裝備自己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

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日前指
要在香港進行「一國兩制」

再啟蒙。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廖長
城昨日表示，這是張榮順所觀察到的一個
現實情況。他指，經過「佔領」行動後，
觀察到不少年輕人均對「一國兩制」、香
港基本法一知半解，甚或有曲解的情況。
他認為未來學校應就此加強教育，同時年
輕人亦應好好裝備自己，多了解國家及香
港的關係。

年輕人對「一國兩制」基本法了解不深
在「佔領」行動中，「佔領」者經常高
喊「命運自主」等口號，帶有「港獨」意

味。廖長城表示，年輕人對「一國兩
制」、香港基本法了解並不深入。他表
示，中國已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
行使主權和治權，希望年輕人明白香港的
政治定位，既不是一個國家，又不是獨立
的政治實體。廖長城又指，未來學校應就
「一國兩制」、香港基本法等方面加強教
育。
廖長城又表示，法治是香港非常重要的

核心價值，指今天的法治得來不易，是經
過數代人的努力才有。
他強調，「沒有法治，哪有民主？」他
希望港人不要再以違法手段爭取民主，並
希望港人不要把法治視之為理所當然，當
失去後才明白其重要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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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連連

嘉妮嘉妮））即將離任的英國駐即將離任的英國駐

華大使吳思田華大使吳思田（（SebastianSebastian

WoodWood））昨日在北京的英國昨日在北京的英國

大使官邸舉行離任發布大使官邸舉行離任發布

會會。。他在會上指出他在會上指出，，中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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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是一個偉大的成就是一個偉大的成就，，

而香港回歸以來保持了繁而香港回歸以來保持了繁

榮發展的勢頭榮發展的勢頭，「，「一國兩一國兩

制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在香港的成功實踐，，

增進中英之間互信增進中英之間互信。。他又他又

對兩國的投資對兩國的投資、、貿易等發貿易等發

展感到鼓舞展感到鼓舞，，並對兩國關並對兩國關

係的前景充滿信心係的前景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