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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派扼殺港民主進程
可在憲制框架內討論優化 不應有任何抵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嘉洛 兩會
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楊釗在今年全國
「兩會」提出3個提案，包括建議將
香港發展納入國家「十三五」規劃、
通過粵港合作令廣東更好發展自由貿
易區，及在國家層面協助香港發展成
為國家知識及創意中心。
楊釗指出，創新科技是香港發展的

主要新動力，香港特區政府亦準備成
立創新及科技局，即使被反對派立法
會議員拉布，但創新科技發展不能停
下來。他提出協助香港發展成為國家
知識及創意中心，包括設立原授專利
審批制度等、建立一個覆蓋香港與內
地市場，並連接海外的知識產權管理
及管理平台等。

交3提案促粵港合作
更好發展自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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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楊釗昨日
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港獨」是死路一條，不止是「玩
火」，更是「玩炸彈」，隨時自毀前途，害人害己，社會必
須警惕「港獨」極端思潮。他又批評有人暴力衝擊內地旅
客，行徑絕非自詡為「一流城市」的市民所為。

「暴力只會令問題愈搞愈彎」
反對派近期連串針對內地遊客的暴力示威，引起公憤，楊
釗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譴責暴力行為，指任何人必
須依法辦事，「暴力只會令問題愈搞愈彎」。
楊釗說，2003年香港經濟低迷時，全靠中央推出個人遊令

經濟迅速反彈，「如果無個人遊，香港好唔掂」，並批評反
對派對個人遊的好處隻字不提，現在出現一些小問題卻吵得
「大鑼大鼓」。
他質疑，香港人經常標榜自己是世界一流的城市，「但點

解有好多人唔係一流市民？通過暴力解決問題，如何稱得上
是一流市民？」

有人「唱衰中國」將事情誇大抹黑
就部分年輕人對內地產生抗拒情緒，楊釗回應指，多年來
不少人刻意「唱衰中國」，「將做得唔好的事誇大化、不斷
抹黑，又受傳媒誤導」，但認為教育工作急不來，可以一步
步用事實令他們明白。
他認為，年輕人對國家了解不足，希望他們多放眼內地，

甚至到內地發展事業，「要夠膽跳入內地，點解一定要在香
港（發展）呢？」他建議年輕人多到內地旅遊，即使是崇
洋，亦應親身體驗中國，「甜酸苦辣都要試」。他說，中總
每年捐出200萬資助八大學生到內地交流，並提供工作和暑
期實習機會，希望讓年輕人多認識國家發展。

「港獨」必「自毀前途」反對派亦「自毀」
對於反對派近年借政改、水貨客問題鼓吹「港獨」，他直

斥「港獨」只會「自毀前途」，倘反對派想誘導市民搞「港
獨」，也是「自我毀滅」。他形容「港獨」是「玩炸彈」，
「不止炸死自己，仲炸死其他人，唔止玩火咁簡單，只是損
人不利己。」
他指出，香港市民早知「港獨」無前途，亦不齒談論「港
獨」這種極端思想，但從中央及特區政府角度來說，由於有
極少數人士不斷煽動「港獨」，他們有責任駁斥任何分裂國
家的言行。
至於政改問題，楊釗希望反對派順從民意支持政改，「由
1,200人選特首好，還是500萬人選特首好？三歲細路哥都知
道。」他說，多個民調顯示逾半數人支持政改，加上特區政府
已多次強調2017年普選非終極方案，「咁大個國家，（普選）
點可以一步到位呢？……唔食飯去搞民主，大佬，你開玩笑？
你問市民肯唔肯？」他促請反對派以大局為重，回心轉意，
「做一些對香港有利的事，一些選民喜歡他們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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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偉漢、李自明

兩會報道）特區政府仍未公布政改方案，

反對派突然聯署表態，聲言綑綁否決依據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任何方

案。全國政協常委、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

純（純官）批評，反對派不是爭取民主，

而是扼殺香港民主進程。他強調，香港政

改定要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決

定，在維護國家主權及安全下，循序漸進

發展香港民主。他並認同，香港應為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借「反水客」擾亂秩序
與民主發展背道而馳

陳清霞倡加強兩地法律界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 兩會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張德江參與全國政協港澳地區委員聯組會
議時，提到要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方
針。本身是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在全
國「兩會」期間提出建議，從兩地法律交流
着手，包括設立兩地法律交流促進會、邀請
專業人員宣講兩地法律制度及放寬香港青年
到內地法律領域實習門檻等，藉此促進「一

國兩制」實踐的發展。
陳清霞批評去年的「佔領」行動不僅破壞

香港的良好秩序、挑戰香港的法治根基，也
給「一國兩制」實踐帶來困擾。她指觀察
「佔領」背景、人員及積極參與者的身份，
和圍繞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爭論，可發現
內地與香港對憲政、民主、法治理念及法律
有不同闡釋。

兩地增互信理解擴共識
她認為，迫切需要全面、深入、妥當加強
兩地法律交流，特別是向香港介紹內地法治
建設規劃、成就、舉措和具體法律制度，以
增加互信、理解，擴大共識，促進「一國兩
制」實踐發展。
陳清霞建議設立一個由兩地參加，能聯動

協調立法、執法、司法和律師界的兩地法律
交流促進會，作為社會團體組織，在兩地開
展工作，或在兩地分別註冊成立法律交流促

進會，兩地促進會互為聯絡機構，協同開展
工作。

邀專業人員宣講兩地法制
她也提出，希望邀請合適的專業人員宣講
兩地法律制度，指由於兩地法律體系、社會
制度及發展路經不同，兩地交流需要法律專
業人員充當「翻譯」，建議由在對方法律領
域具一年以上學習、工作經驗的法律專業人
士，向對方法學院學生及對自己一方法律缺
乏認識的人士，講解自己一方的法律。
陳清霞並建議放寬香港青年到內地法律領

域實習的門檻，因青年是社會的未來，只有
兩地青年增強了對彼此法律制度的了解，擴
大了共識，類似「佔領」這樣的極端事件才
可能從根本上避免。
另外，陳清霞又提案，建議優化司法職權

處置，解決香港仲裁裁決在內地「執行難」
的問題。

反對派「企硬」堅持「無商無量」否決政改。據
報，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決定取消下月

訪港行程。純官昨日接受訪問時指出，人大常委會
「8．31」決定是最終決定，反對派堅持要推翻「8
．31」決定，甚至「重啟五步曲」，這是不可能
的，「李飛主任取消訪港的決定正確。目前的環境
底下難有妥協，會面都無嘢好傾。」
純官強調，香港政改定要按照香港基本法及人大常
委會決定，在維護國家主權及安全下，依據香港實際
情況，循序漸進發展香港民主，「香港可以在人大常
委會『8．31』決定框架內商討優化，但不能（與法
律框架）產生抵觸。我們國家有13億人口，不能夠
因為香港政制發展，影響國家主權及安全。」

激烈抗爭 帶來反效果
近年香港激進抗爭越趨暴力，鄭家純形容，愈激
烈的抗爭，只會令中央擔心國家主權及安全受到威
脅，為香港發展帶來反效果，「我大膽假設指：若
香港進行『公民提名』，即任何人均可『入閘』。
在還未成熟的香港政治環境，最終普選出與中央對
抗，不愛國愛港人士擔任行政長官，香港會變成咩
世界？愛國愛港是特定條件，否則香港會有政治危
機。」
中央能否「白紙黑字」訂明2022年「重啟五步
曲」？純官直言「不可能」。他解釋指，中央無法
預計香港五年後的實際情況，因此，無法對路線圖
作出承諾，「今日香港抗爭越趨激烈，如果2022年
情況壞過今日，中央只會收緊政策。若香港實際情
況沒有改善，那又如何令中央放心？『佔中』令香
港環境變得惡化，中央要更加警惕。」

認同應為二十三條立法
那麼香港應否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純官認
同，香港應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維護國家主
權及香港秩序，避免「無王管」，但絕非要箍住香
港人。針對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點名批評港大學
生會刊物《學苑》宣揚「港獨」，純官坦言：「我
看過《學苑》，文章意念就是鼓吹『港獨』。在香
港寫這些文章是不可以的，何況是知名學府出版的
刊物？」

斥反對派「令民主倒退」
鄭家純又不禁批評反對派抹煞香港民主，「(回歸
後)與港英政府統治下，邊個自由啲？民主啲？當年
港督是港英政府委任，『泛民』點解唔爭取『一人
一票』？今日香港咁自由，可以實行『一人一票』
普選，甚至表明循序漸進發展香港民主，都話唔滿
意。他們唔係要發展民主，而是令民主倒退。邊有
民主進程？無架喇，他們抹煞了香港的民主。」
鄭家純強調，中央已經清楚表明「普選底線」，

衷心希望香港政改能夠順利通過，「中央已經清楚
表明底線，不能後退，若『泛民』堅持要迫使中央
（讓步），中央唯有守住底線，原地踏步。可以
『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這是香港市民的期望，雖
然未必是達至最好，但最少可以『袋住先』，今後
再逐步優化改進。我是平和派，我希望政改能夠順
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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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偉漢、李自
明 兩會報道）今屆特區政府開局至
今，反對派大搞「不合作運動」，又有
激進反對組織借「反水貨客」為名鼓吹
「港獨」。全國政協常委、新世界發展
主席鄭家純昨日批評，有人借「反水
客」借題發揮，質疑他們旨在對抗中
央，做法與民主發展背道而馳。他認
同，政府應優化「個人遊」政策，並考
慮選取官地興建邊境購物中心疏導人
流，「只要有利香港大局發展，我都有
興趣落標。」

港背靠祖國 是「投資福地」
香港反對派繼發動79日非法「佔領」
後，又再借「反水貨客」為名宣揚「港
獨」，嚴重衝擊香港營商環境。純官昨
日接受訪問時坦言，香港營商環境肯定
受到影響，但他沒有撤離香港的打算，

「雖然香港施政爭拗不斷，但仍然背靠
祖國，是一塊值得投資的福地。」
純官批評，有人借「反水客」名義借
題發揮，與民主發展背道而馳，「可能
（反水客）目的不是想禁『個人遊』，
而是對抗中央，擾亂香港秩序。香港
經濟是倚賴內地同胞來港購物，我認
同政府應優化『個人遊』，並考慮選
取官地興建邊境購物中心，或刺激發
展商補地價改變土地用途。只要有利
香港大局、有助解決問題，我都有興
趣落標。」
純官並讚揚，特首梁振英有魄力，致
力確保香港繁榮穩定，但立法會不斷拉
布，令特區施政「綁手綁腳」，「做得
好，但做得好辛苦」，寄語政府應致力
解決民怨，才能刺激經濟改善民生，
「最關鍵因素是，政府得到廣大市民支
持，屆時『泛民』做咩都無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兩會
報道）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會期
已過了大半，全國政協委員楊釗回顧
這些天政協會議的歷程時，感慨地說
他從第九屆政協做起，至今連任了四
屆全國政協委員。他感到本次大會的
會風不斷改進，民主氣氛繼續加強，
民主協商效果顯著，應是其中一次最
滿意和令人最有信心的大會。

實事求是總結往年得失
再規劃未來

楊釗表示，這次大會令他對「三個
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

信」及「制度自信」有更深的體會。
他說，中國現在走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
主義道路，是最合適國情的發展之路。
是次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作的政府工作
報告、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所作的全國
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都是先實事求是
地總結過去一年的得與失，並在這個基
礎上很好地規劃未來。
他續說，政協也很清晰地定位在

「民主、團結」這兩大主題來開展工
作，真正做到了「幫忙而不添亂」。
回港後，他要利用一切場合向廣大市
民介紹政協的工作和這次兩會，讓大
家對國家的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民主氣氛續加強
更深體會「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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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清霞陳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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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純鄭家純（（左左））強調強調，，香香
港政改定要按照香港基本港政改定要按照香港基本
法法（（下圖下圖））及人大常委會及人大常委會
決定決定，，在維護國家主權及在維護國家主權及
安全下安全下，，循序漸進發展香循序漸進發展香
港民主港民主。。他並認同他並認同，，香港香港
應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應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法。。 鄭治祖鄭治祖 攝攝

■■鄭家純批評鄭家純批評，，有人借有人借「「反水客反水客」」借題發揮借題發揮，，質疑他們旨在對抗中央質疑他們旨在對抗中央，，做法與民主發做法與民主發
展背道而馳展背道而馳。。 電視截圖電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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