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座談會昨日在北

京舉行。香港正處於政改的敏感期，舉辦紀念基

本法頒布 25 周年的活動，有利於讓人看清依法

辦事是落實普選的唯一正道。普選必須符合基本

法和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任何偏離法治

軌道的行為，都只會阻礙落實普選。中央將堅持

依法普選，不會容許某些勢力利用普選奪取香港

的管治權，進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政治實體，

或者改變國家的根本制度。

自香港政改諮詢啟動以來，中央領導人一再

公開強調普選必須「依法辦事」，必須符合基

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香港

不能脫離法治軌道，另搞一套。在香港，依法

辦事的核心就是自覺維護、遵守憲制秩序，嚴

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基本法是根據中國

憲法制定的，憲法和基本法是香港法治的基

礎，只有尊重和維護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

才能切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實踐證明，任何偏離法治軌道，違反憲法和基

本法的行為，都不可能解決問題，只會激化矛

盾，撕裂社會。基本法是我國立法史上最為民主

化的範例，從起草到頒布，整個過程歷時四年零

八個月，港人有廣泛、深度的參與，凝聚了港人

的智慧和共識，體現了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市民

的共同意志。基本法第 45 條對香港最終實現特

首普選作出明確規定，基本法附件一對特首的產

生辦法也有清晰指引。但是，本港偏偏有人漠視

這些憲制性規定，提出背離基本法的所謂「真普

選」，叫囂推翻人大「8‧31」決定。去年的

「佔中」更是以違法暴力手段衝擊公共秩序，要

脅中央和特區政府接受違憲違法的一套。香港絕

對不能出現與中央對抗的特首，這是中央不可逾

越的底線。基本法規定的特區制度包括普選安

排，是國家對香港行使主權、實施管治的具體制

度，決不是為了讓某些勢力有機會奪取香港管治

權。任何人都不要在這方面存有幻想。

中央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方略，全面依法

治國的精神同樣適用於全面依法治港。香港落實

特首普選，就是要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

基本法頒布已經 25 周年，回首來路，艱辛備

嘗，成就輝煌；展望未來，挑戰巨大，前途光

明。今天紀念基本法頒布 25 周年，特別要強調

樹立、增強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的觀念，

捍衛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依法辦事是落實普選唯一正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

事會成員時強調，中國願為世界發展提供更

多中國機遇。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中國

經濟效益和品質正在提高，並通過「一帶一

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戰略，打造

對外開放的新格局，未來亞洲和世界將會持

續從中國開放新常態中獲益。香港更應把握

機遇，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為國家新一輪改

革開放發揮獨特作用，提升經濟發展競爭

力。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雖然增速有所放

緩，但中國經濟仍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強勁引

擎，能繼續向世界貢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的經濟增長。中國經濟體量大、韌性好、潛

力足、迴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以現在每

年7%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增量就相當於

一個中等國家的經濟總量。未來5年，中國進

口商品將超過10萬億美元，對外投資將超過

5000億美元，出境旅遊人數將超過5億人次。

這些都會給亞洲及世界帶來實惠。

新常態的中國更關注如何提高生產能力、

增強創新能力和提高效率。中國正通過「一

帶一路」、亞投行等戰略，打造對外開放的

新格局，形成開放的新常態。中國在過去30

年的快速發展中，積累了豐富的基礎設施建

設經驗和雄厚的資本，在新一輪的對外開放

中，中國的產能輸出和資本輸出正好滿足了

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對資金以及基礎設

施建設的迫切需求，進一步刺激投資和貿易

的流動，對地區和全球經濟健康發展有重大

意義，將創造出巨大的新投資機會和就業機

會，促進地區經濟、金融一體化。中國同世

界的互動越來越緊密，機遇共享、命運與共

的關係日益凸顯，中國機遇的內涵在不斷擴

充，將吸引世界各國繼續關注和關心中國經

濟發展，把握中國機遇，共同探索開拓市

場、互利共贏的新道路。

搭乘中國經濟發展的順風車，是國際大勢

所趨。「一帶一路」和亞投行戰略的實施，

對香港來說更是難得的機遇。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香港可藉此發揮獨特作用，充當內地

走出去與引進來的「連接器」，不僅可以鞏

固金融中心功能和地位，還有機會獲得新的

發展動力，帶動新一輪經濟增長，可謂相輔

相成，相得益彰。

（相關新聞刊A14版）

中國經濟新常態為世界帶來新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葛沖，實
習記者 任芳頡、許一傑 北京報道）全
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香港基本法澳門基
本法研究會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
振民昨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頒
布25周年座談會上指出，香港的過去、
現在、未來都維繫於法治，一旦法治被破
壞，一旦對破壞法治的行為麻木不仁，掉
以輕心，都可能導致香港來之不易的繁榮
穩定瞬間消失。他強調，香港維護法治的
關鍵是全面準確貫徹實施基本法。
作為中國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今

日香港法治的核心是什麼呢？王振民認
為，對今日香港而言，基本法作為憲法之
下、香港新的憲制性法律，應該成為香港
法治的靈魂和核心。他強調，一刻也不能
離開基本法來談法治，不能離開基本法來
開展立法、執法和司法，必須把特區的立
法、執法和司法，包括政制發展全面及時
準確納入到基本法的軌道上。

施政絲毫不能偏離基本法軌道
王振民表示，特區政府要嚴格依據基本法施政，

絲毫不能偏離基本法的軌道；同樣，反對也要嚴格
依據基本法、在基本法的軌道上去反對，表達不同
的意見，否則就是非法的反對。他說：「無論反對
的理由多麼正當有理，目標多麼崇高偉大，也不能
脫離基本法設定的法律軌道和方式。」
王振民指出，維護基本法，就是維護了香港法
治。破壞基本法，不按照基本法辦事，就是破壞香
港法治，就不是真心捍衛香港法治。
這位專家表示，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嚴格依據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處理香港
普選問題，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依法行使中央權力，依法保障高度自治，支持特區
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這應該是超越黨派、階
級、種族、性別、職業的廣泛的共識，是香港政治
和法治的底線、紅線。

倘掉以輕心 港繁榮穩定將不存在
王振民警告，歷史經驗證明，即便沒有民主，沒
有普選，只要還有法治，香港還可以過活，而且可
以活得很好。但是一旦沒有了法治，不管有無民
主，有無普選，香港的繁榮穩定都將不復存在。香
港的過去、現在、未來都維繫於法治，一旦法治被
破壞，一旦對破壞法治的行為麻木不仁，掉以輕
心，都可能導致香港來之不易的繁榮穩定瞬間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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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在講話中回憶了25年前基本
法產生過程，引用鄧小平當年講話

說，「基本法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傑
作。」他說，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別
行政區宣告成立，香港基本法開始在全
中國實施。從那天以後的近18年裡，香
港繁榮和穩定的每一天都像魚兒之於
水，與基本法的貫徹落實密不可分。

基本法與憲法屬子母法關係
陳佐洱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

法，雖然香港基本法統領着特區的普通
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
等所有法律，但它和憲法的關係是子法
和母法的關係。香港特區成立之日，就
以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了香港新
的憲制基礎。在新的憲制基礎上辦事、
行政、判案，不講憲法就不能完整理解
「一國兩制」，也就不能正確貫徹執行
香港基本法。「所以，無論是香港還是
內地，我們都必須理解、尊重、遵守國
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批有人將普通法凌駕基本法

陳佐洱總結，近18年以來的無數事實
證明，香港基本法保障了「一國兩制」
在中國的成功實踐，維護了國家的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以及香港的繁榮穩
定，是史無前例的成功實踐。但也「有
些人雖然願意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也
飽學西方法律，遺憾的是對回歸後香港
新憲制的鑽研把握稍欠功力。還有少數
人只是把香港基本法某些條文中的隻言
片語掛在嘴上，而對另一些條文卻束之
高閣，甚至有意曲解立法原意，或本末
倒置地把諸如普通法理念凌駕於基本法
之上。」他說：「值得注意的是，由於
基本法已經顯示無可置疑的高度權威性
和強大生命力，現在有人想反對基本
法，也往往不得不拉起基本法的大旗做
虎皮，然而基本法的真理性和純潔性豈
容玷污呢？」

再啟蒙因基本法推廣未理想
香港非法「佔中」事件後，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提出，特區要加強
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陳佐洱指出，
再啟蒙既是特區的責任，也是中央的責

任。要再啟蒙，是因為基本法推廣效果
還不夠理想，還須花更大的力氣，讓貫
穿基本法的法理精神和所有條文、附件
的內容實質都走進政府，走進法院，走
進課堂，走進工商、文化、傳媒各界，
走進不同階層、不同年齡段的香港市民
心裡。
就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決
定，陳佐洱說，該決定對特首普選產生
的核心要素作出規定，因具有最高法律
權威而不可動搖，它與當今世界任何國
家、地區的普選制度相比毫不遜色。
「這是香港開埠以來民主政制進步的重
要里程碑。真正的普選藍圖已經擺在全
體香港市民面前，得到了民意大多數的
支持。相信特區政府必能順應民意，按
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
定，向特區立法機構提交政改方案。」

引習主席話予港從政者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陳佐

洱說，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曾引用《史
記》的這句話對香港特區的從政者同樣
具有教育意義。「對水照鏡子，可以看

見自己形象；接受或者反對政改方案，
民意可以給你正確答案。習主席倡導正
確義利觀：『計利當計天下利。』在當
下的香港政改關鍵階段，希望從政者們
智者順時而謀，有知大局識大體的勇氣
和擔當，切不可無視18年來香港民主發
展的歷史過程和現實情況，更不可任
性，『揣着明白裝糊塗』，另搞一
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葛沖，實
習記者 任芳頡、許一傑 北京報道）全
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港澳研究所所長饒戈平昨日在香港
基本法頒布25周年座談會上表示，中央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設計者、制定
者，更是實施這一方針的主導者、掌舵
者，是第一責任人，理當牢牢掌控在香
港實施「一國兩制」全過程中的決定權
和主導權。他又批評，有人試圖以基本
法排斥、架空憲法，把香港排除在中國
憲法的適用範圍之外，無非是想為香港
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提供口
實。針對這種情況，中央強調嚴格按憲

法和基本法辦事，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的權威地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饒戈平指出，從長遠看，香港回歸不

過是「一國兩制」的真正開始，更艱
巨、更繁重的任務是運用這一方針對香
港進行有效管治。他說，「一國兩制」
不是一葉在大海中任其自行漂泊的小
舟，而是一艘有堅強舵手掌舵、有強大
動力驅使、駛向固定目標的巨輪。

中央是「一國兩制」掌舵人
他說，中央是「一國兩制」方針的設

計者、制定者，更是實施這一方針的主
導者、掌舵者，是第一責任人，理當牢

牢掌控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全過程
中的決定權和主導權。「那種以為香港
回歸了，中央可以撒手不管、任其自行
發展的想法，耽於理想化，不切實際。
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區，直轄於中
央政府，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維護
香港700多萬居民的基本福祉，始終是
中央的責任。」
這位法律權威指出，處理好中央權力
與香港高度自治權的關係是實施「一國
兩制」的關鍵所在。「中央固然要嚴格
自律，依法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同時
也要理直氣壯、旗幟鮮明地行使憲法和
基本法規定的權力。」

全新課題在實踐中探索完善
饒戈平指出，面對香港不同於內地的

政治生態和國際環境，運用「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進行管治，對中央而
言仍是一個全新課題。過去所熟悉的觀
念、辦法可能不敷所用了，而新的觀
念、辦法則有待在實踐中探索和完善。
他說，「一國兩制」的深入發展提出
了與時俱進的新要求，對港工作必須有
一個思想認識上的飛躍。實踐已經提出
了許多挑戰：中央的管治如何適應香港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多元社會，如何應對
政治上的反對派和普選問題，如何處理
好「兩制」之間、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差
異，促進香港與內地的共同發展等等，

都需要解放思想，探索和總結。
他期待通過這一過程能夠深化對「一
國兩制」方針全面準確的認識，確立明
確的治港思路和指導思想，制定實施
「一國兩制」的戰略部署和階段性安
排，妥善應對香港特區建設與發展過程
中的各種挑戰。

「一國」和「兩制」分主次
饒戈平還在講話中指出，「一國」和
「兩制」之間並非平起平坐、等量齊
觀，而是有主次之分、源流之分，「一
國」在二者關係中始終處在主導和決定
的地位。「一國」是「兩制」的基礎和
前提，唯有「一國」才有「兩制」，維
護好一國，才能保障好「兩制」。
就香港基本法與憲法關係，這位專家

強調，基本法不是憲法、也不能取代憲
法在香港的地位。有人試圖割裂或混淆
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以基本法排
斥、架空憲法，把香港排除在中國憲法
的適用範圍之外，無非是想為香港變成
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提供口實。針
對這種情況，中央強調嚴格按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權
威地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這位專家還提出了完善同基本法實施

相配套的制度和機制，強化對「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全面準確的教育和傳
播等建議。

饒戈平批有人架空憲法搞「港獨」

■饒戈平（中）出席座談會。 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葛沖，實習記者 任芳頡、許一傑 北京報道）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

佐洱昨日在出席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座談會時表示，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對香港特首

普選產生核心要素作出規定，具有最高法律權威不可動搖，它與當今世界任何國家、地區的普選制度相

比毫不遜色。他呼籲香港從政者們，在當下香港政改關鍵階段，能夠智者順時而謀，有知大局識大體的

勇氣和擔當，切不可無視18年來香港民主發展的歷史過程和現實情況，更不可任性，「揣着明白裝糊

塗」，另搞一套。

■陳佐洱 馬靜 攝

陳
佐
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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