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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普選「決定」顯中央最大誠意
充分考慮國家安全「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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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 兩會報道）特

區政府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前日結束，反對派仍堅

稱會否決政改。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在北京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

特首普選牽涉國家安全利益，不能讓「一國兩

制」的全面準確落實冒上風險。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8．31」決定，已充分考慮到國家安全利

益。2017年特首普選是中央對民主訴求的最大誠

意回應，呼籲反對派不要作意氣之爭。

張德江委員長昨日在工作報告中指

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正確實施香港基

本法和依法推進香港政制發展負有憲制

責任，有必要就行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若

干核心要素和相關問題作出決定。國務

院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指出，中央擁

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包

括行使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職權，其中第五點就是對香港

特區政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人大「8．

31決定」為本港特首普選制度的核心要

素作出決定，不但是有權有責，更為

2017年特首普選「開閘」，實現香港民

主發展的歷史新跨越。人大「8．31 決

定」是本港普選的憲制基礎，不可撼

動。反對派必須放棄改變人大決定的幻

想，回到憲制軌道上來，理性討論落實

普選。

根據憲法規定，全國人大有權決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制定香港基本法

以規定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根據基

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擁有基本法的修

改權，人大常委會擁有香港基本法的解

釋權、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

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顯然，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本港政制發展具有無

可置疑的決定權。

全國人大常委會過去曾兩次就香港政

制發展問題作出決定，對確保「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正確實施，保持香港的

繁榮穩定都發揮了重大作用。去年作出

的「8．31 決定」，不但啟動了本港政

制「五步曲」的第二步，為香港 500 多

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行政長

官「開閘」，而且明確了行政長官普選

的原則和制度框架，就提名委員會組

成、特首候選人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

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特首候選人的人

數為二至三名等作出規定，有利於香港

社會在新的起點上更好地凝聚共識。

全國人大常委會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的常設機關，履行憲制責任，果斷地

就特首普選的核心問題作出決定，是對

歷史負責、對香港負責的表現。尊重和

維護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的決定，是香

港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應有之義，也是

順利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所在。

人大就香港政制問題作決定有權有責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人大香港代表團討論發言

時，專題論述「應當怎樣看香港與內地的經濟關

係」，提出「三個看清」，包括看清香港發展的

最大優勢就是有內地作為靠山，看清香港未來經

濟發展最重要的戰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看

清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

繼續長期發揮最特殊的補益作用。「三個看清」

精闢分析香港依托內地的經濟發展戰略，顯示了

中央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戰略思考。這「三個看

清」中的「三個最」，畫龍點睛地指出了香港與

內地之間獨一無二的特殊關係。香港須借助國家

發展大勢積極謀劃長遠發展，主動抓住機遇，順

勢而上，借力而為，創造更大輝煌。

張曉明首先列舉豐富數據和事實，包括各類貿

易額、內地在香港直接投資、自由行收益、內地

輸入的各種日用品和東江水以至香港經濟起飛的

歷史，說明對香港經濟繁榮發展起根本性支撐作

用的是內地因素，內地龐大的實體經濟是香港經

濟發展的最大依托。

張曉明還指出，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戰

略方向是與內地加強合作。這包括兩方面的事實

和理據：一是中國內地正成為世界經濟最重要的

增長極；二是當前香港經濟發展仍面臨諸多困

難，突破瓶頸、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動力還是

在內地。這說明香港經濟發展戰略，應當把與內

地的經濟合作擺在優先位置。

張曉明進一步強調，香港將會在內地改革開放

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繼續長期發揮最特殊的補益

作用，並指出這是這次《政府工作報告》釋放的

一個重要資訊。他列舉6個方面可以找到香港現

有優勢和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點，說明如何做好

香港參與「十三五」規劃這篇大文章。

對於香港社會關注的兩地民眾交往中出現的摩

擦問題，張曉明指出，需要兩地民眾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保持良好的心態。事實

上，自由行為香港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催旺百

業，創造大量就業職位。然而，少數人借水貨客

問題反對自由行，是刻意在兩地民眾之間製造對

立和分裂，破壞兩地人民信任和感情。不過，反

水貨行動只是極少數人的行徑，昨日所謂「遊覽

上水」行動，就只有約20名參加者現身。對「水

貨客」問題，張曉明強調一是不應把問題誇大

化，二是不應把問題政治化，三是更不應任由有

關活動激進化、暴力化。張曉明的講話啟示人

們，要用全面的、客觀的、發展的眼光看待香港

與內地的經濟關係，找準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

的定位，把自身的優勢充分發揮好，特別是與內

地結合好，與祖國內地同發展、共進步！

「三個看清」展示香港經濟戰略方向

劉兆佳近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特別指出，「一國兩制」
方針從未提及推進民主發展是最高目標，民主發展從

屬於繁榮穩定，「基本法其實是所有政黨的政綱，如果唔
要就無得參政。」他指出，張德江委員長日前表示，特首
普選「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是因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8．31」決定是經過長期研究，並充分考慮到國家安全利
益，和衡量過通過與否的各種後而作出的，故撤回人大決
定並不可能，「政改非單純香港問題，而是牽涉到全國利
益，以及『一國兩制』能否全面準確落實。」

普選是政治生態極大轉變
劉兆佳坦言，中央絕非「冥頑不靈，保守至盡」，並坦

言自己對中央於2007年承諾香港可於2017年普選，感到
「難以理解和極為詫異」：2007年的人大決定規定，香港
可於2017年普選，源於中央當時對政治前景較樂觀，因中
央當時推出不少惠港措施，港人對中央有所感激，但事實
證明不準確。
他說：「任何一個地方實行普選，是政治生態極大轉
變，因為未來難以看得清楚。在內地未曾有普選、部分港
人牴觸情緒出現的情況下，中央仍然願意行出一步，顯示
中央的最大誠意，這是對民主訴求的最大回應，（反對
派）仲話中央『背信棄義』？」

「不通過引發衝擊比通過多」
劉兆佳認為，中央希望政改通過，確保「一國兩制」不
會走歪路。因此，中央不能接受與她對抗的人「出閘」，
「怎能讓『一國兩制』的成敗take chances（冒險）？普選
須配合『一國兩制』實施，不是任你選甚麼人做特首。」
他指香港普選不能像西方一樣，只講程序不談結果，「如
果選出反共的人怎辦？如果搞不妥，『一國兩制』就會無
（完結）。」
他坦言，「不通過引發的衝擊比通過的多。」倘政改被

否決，何時再有政制民主化的環境是未知之數，加上吸收
今次政改經驗，中央可能不願意再承擔風險，承諾2022
年可實行特首普選。雖然，香港未來一段日子難免會磨擦
不斷，但中央不會擔心香港「無法管治」或出現失控局
面。

責反對派只重自己政治利益
劉兆佳並批評反對派以自己政治利益為先，怕支持政改
會流失選票，民主黨2010年支持政改方案便是例子，「唔
敢再冒險」，加上「佔中」後激進勢力抬頭，反對派群龍
無首，無人夠膽走中間妥協路線， 故自己對政改通過悲
觀，並呼籲反對派以大局為重，勿作意氣之爭，但估計最
後沒有壓倒性民意支持政改。
被問到特區政府應否進行大型政改民調，劉兆佳認為，
市民未必接受官方民調，而政府與政黨合辦民調更是難乎
其難，因大家對提問方式、結果演繹不一，而且民調亦沒
有約束力。
就特區政府安排反對派議員與中央官員會面是否有效，
劉兆佳直言不存太大希望，但認為反對派倘不參加，會讓
人覺得他們是立心搞對抗，最終都要付出政治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兩會報
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出席
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議時，高度評
價特區政府和警隊成功平息非法「佔中」，
稱讚這是在世界各國各地區處置同類事件中
堪稱範例。據悉，特區政府以拖延策略，適
當處理示威者情緒，最終和平平息這場大規
模違法行動，特首梁振英領導出色，中央力
讚梁振英有擔當，對他更為信任。
據接近中央消息人士昨日指出，香港去年

發生持續79日的「佔領」大型違法行動，最
終和平平息，沒有任何人死亡，即使所謂受
傷也是在警方清場期間示威者反抗而造成，
特區政府的文明克制難能可貴。
梁振英身為特首，其間適當處理群眾反抗

情緒，以拖延策略緩和行動，減少暴力事件
發生。特區政府恰當處理「佔領」行動，中
央力讚梁振英有承擔、有擔當，對他更加支
持信任，信心只會有增無減，「（梁振英）
極大可能連任」。

2020年功能組別保留
在政改問題上，該消息人士認為，功能組
別必然繼續保留，因為必須配合選舉中有關
分組界別的設計，即使2020年如能落實普
選，功能組別也只會開放予更多市民投票，
例如開放成類似現有「超級區議會」組別的
設計。屆時，功能組別議員由於要面對更多
選民，問責性必然比現在強，功能組別不見
得會忽視民意。
就特區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早前表示，特

區政府願做中間人，讓中央官員與反對派立
法會議員會面商討政改。消息人士表示，有
沒有討論空間，主要取決於是否按照「8．
31」人大決定辦事，這是討論的底線。如果
不按照這條底線辦事，會面難有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
兩會報道）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昨日表
示，中央在政改問題上立場堅
決，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又坦
言倘香港政制原地踏步，持續的
政治爭拗和內耗只會窒礙香港的
經濟發展，屆時「上海市政府最
開心」。
陳智思昨日在與傳媒茶敘時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8．

31」決定不能改變，反對派即使否決政改，下次重啟政改
也是從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出發。他批評反對派
聲稱「袋住先等於袋一世」的說法不盡不實，「點解覺得5
年後，就會一步到位呢？原地踏步同一人一票，點解原地
踏步會係better choice？」
他續說，倘反對派議員未來幾月就財政預算案拉布，只

會令香港市民對香港政治狀況更厭倦，「市民唔想無止境地
爭抝下去」，反而會對反對派的政改投票取向增添壓力。
陳智思笑言，倘香港政制原地踏步，「上海市政府最開

心」，因為香港繼續「氹氹轉」，持續的政治爭拗和內耗
只會窒礙經濟發展，早晚被上海趕上。
他並直言，香港經濟必須依靠內地，指香港「今時唔同

往日，靠自己就死得」，呼籲港人多了解國家發展，把握
龐大的發展機遇。

陳智思：人大決定無議價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嘉洛兩會報道）反
對派幻想中央會在政改最後關頭讓步。劉兆
佳在訪問中指這是錯誤想法，因為特首是
「一國兩制」下，香港與中央的唯一連接
點，與立法會的監察角色不同。加上中央上
次讓步後，反對派與中央的關係不但沒有加
強，反而更對立，「政治上無收益」，而且
現時政治環境比當時更差，挑戰中央權力、
針對內地同胞的行為愈來愈多，故相信中央
不會讓步。

他在訪問中指出，中央與反對派的關係短
期內難有改善，但希望特區政府採取「包容
性管治」，與反對派在民生、經濟等領域合
作，逐步建立互信，讓反對派知道倘繼續搞
對抗，政治力量只會不斷萎縮。
劉兆佳強調，在重大政治議題上，中央決

心主導，反對派要接受此政治現實，尊重中
央職能和權力，「如果做到，就變成建制內
的反對派，甚至逐漸變成建制內有機會執政
的反對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 兩會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日前指出，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
與發展利益，是一道「醒目的原則紅線」，
不容挑戰和觸碰。全國政協香港委員、全國
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佳叔）在訪問中
批評，所謂「本土主義」，將港人與內地人
放在對立面，有人更借「反水貨客」為名鼓
吹「港獨」，必須警惕。
在今年全國「兩會」提出「抗衡香港本土

主義」提案的劉兆佳，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坦言，香港所謂「本土主義」長期
存在於香港，過去一直有部分港人「睇唔起
內地」。他續說，近年出現的「本土主義」
與過去的最大分別是，將香港人與內地人放
在對立面，尤其部分激進者反對個人遊和水
貨客，並非單純因為旅客對日常生活造成不
便，而是把內地同胞變成對中央及特區政府

不滿的發洩對象，情況已引起了中央關注。

部分人對基本法認識有偏差
劉兆佳坦言，「港獨」在香港未成氣
候，因為沒有行動綱領及外國勢力支持，
但從中央的角度來看，「感情上接受唔
到，政治上需要反對。」尤其是所謂「港
獨」更與內地民族主義嚴重對立。這不是
理論思想的交鋒，而是涉及很深的感情因
素，因此中央不得不對分離主義的出現予
以譴責，表明不容任何分裂國家行為，絕
不能「一笑置之」。
他認為，部分人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
的認識有偏差，例如忽視「一國」，將香港
當成獨立政治實體；不尊重、挑戰中央權
力；否定中央權力，不了解香港法律地位。
要令「一國兩制」有效實施，就必須樹立
「一國」概念，從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出發。

中央不會讓步 反對派要接受現實

佳叔批「港獨」將兩地人對立

■陳智思 資料圖片

■■劉兆佳表示劉兆佳表示，，特首普選是特首普選是
中央對民主訴求的最大誠意中央對民主訴求的最大誠意
回應回應，，呼籲反對派不要作意呼籲反對派不要作意
氣之爭氣之爭。。 陳嘉洛陳嘉洛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