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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須「愛國愛港」是必然共識
指昔「民主派」參與諮詢亦無異議 促港人認清基本法原意

討論逐字求真 為爭議話題提供法律根據

中央充分尊重港專業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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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反對派近期在政改爭議
上，態度劍拔弩張，不惜拉倒普
選。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
員、前香港工程師學會會長何鍾
泰在訪問中指出，中央一直聽取

香港基本法諮委會反映有關港人的意
見，香港基本法最終亦把普選和一系列
涉及民主自由的港人權利寫入，體現中
央切實回應港人有關民主自由訴求的承
諾。其中，當年的「民主派」成員就政
改和民主自由問題，辯論據理力爭卻溫
和理性，最終與社會各界共同促成了香
港基本法寫入有關保障港人民主自由的
條文，昔日的務實作風實在值得今日反
對派反思。
何鍾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提

到，香港基本法涉及香港方方面面，諮
詢時因應香港情況，設立多個小組逐一
收集意見：「當時我參與了多個小組的
諮詢工作和大量會議。其中，以政制小
組的諮詢，印象最深刻。」
對於今日的普選爭議，何鍾泰強

調，在香港基本法諮詢階段，沒有人對
普選有猶疑和擔心：「當時諮委會並無
因為普選的目標出現爭議，特首和立法
會由普選產生就由普選產生，沒有人特
別『懷疑』普選，並表示不認同特首和
立法會最終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他續說，諮委會委員都能在諮詢過程

中提出意見，中央沒有特別要求他們如
何做，對香港政制發展可謂是暢所欲
言。

基本法保民主自由 各界滿意
除普選外，何鍾泰提到，民主概念

還包括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諮委
會已把當時港人的民主自由訴求一一反
映，而這些民主自由理念亦全已寫入香
港基本法內，能寫入都已寫入了，基本
已沒有好爭拗的地方，當年不會日拗夜
拗。香港基本法確保了港人自由，諮詢
過後，各界都很滿意。」
何鍾泰憶述，在香港基本法諮詢期

間，社會分成三派意見，即工商專業
派、「中間派」和「民主派」。當年有
關政制的香港基本法條文諮詢，諮委會
委員在社會上走訪多區共舉行了四五十
場辯論。諮詢辯論期間，諮委會沒有特
別要調和不同派別、特別是「民主派」
的意見，總之各派別參與辯論的代表都
能暢所欲言，自各表達。
他嘆道：「當時『民主派』合理的

意見，中央會考慮，討論順利，氣氛亦
好。當年包括楊森、陶君行等多名『民主派』人士，
亦有參與香港基本法諮詢的討論，態度溫和理性，討
論就討論，立場看法不同都會互相尊重，絕不像現在
這樣劍拔弩張。當年討論政改的氣氛，實在值得今日
的反對派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出身工程界的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何鍾
泰在訪問中透露，當年，香港多個專業團體都擔
心專業的獨立性，會在回歸後受到干預，諮委會
即數度力陳專業界的憂慮。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副
秘書長魯平在諮詢期的最後一年，明言信任香港

的專業意見，最終促成了香港基本法有關保留原有專
業制度、保持專業團體獨立性的安排，體現了中央充
分尊重香港專業團體要求客觀獨立的專業精神。
何鍾泰在訪問中提到，當年作為香港基本法諮委會

成員，很多事情不同意就會發聲，身為專業界別的一
分子，更會留意回歸後有關專業界別的安排。「當年
在討論到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有關專業人士的安排
時，本地專業團體擔心，香港會否像內地專業界也要
考政治思想。」
他續說，諮委會當時很反對將來的特區政府干預專

業運作，九大專業團體代表曾到北京會見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又和草委爭議多次。諮
詢期間的前4年，香港基本法草稿還沒有提到本地專
業團體自行審核和頒授專業資格等字眼，直到第五
年，諮委會委員在北京和魯平吃飯時，何鍾泰引述魯
平道：「說到專業，你們才是專家。」

第一百四十二條 容許專業自審等
最終，社會都看到香港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條有關

專業制度安排的四款條文，包括容許香港專業團體自
行審核和頒授專業資格等，體現了中央充分尊重香港
專業人士的意見。
港人當年對回歸確存憂慮，何鍾泰說，雖然中央已

說明中國憲法當然會在港實施，但諮委會當年仍極力
反映港人對中國憲法在香港實施的憂慮。後來，中央
認為國旗、國歌、國界等方面條文會在港實施，遂採
取附件的形式，只列出哪條憲法條文會在港實施，最
後便成為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
國性法律》，在香港實施中國憲法時令當時的港人較
安心，有利人心回歸。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一條看似簡單的香港基本法條文，背後費了
很大心機，是香港各界共同凝聚的心血結
晶。」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前香港
工程師學會會長何鍾泰在訪問中形容，香港基
本法草委會和諮委會當年合作無間，良性互

動，甚至試過為珍惜電力摸黑討論，全情投入，絕非
橡皮圖章。兩個委員會當年全面反映港人意見，討論
一絲不苟，守好每條條文，為回歸後落實香港基本法
時所遇到的爭議，提供重要法律根據，減少了「一國
兩制」的干擾。當年所有參與香港基本法制定工作的
成員，求真精神值得港人引以為傲。

委員全心投入 省電摸黑討論
何鍾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香港基本法

諮委會委員在諮詢期間，需常上京與香港基本法草委
交流基本法條文意見。他憶述，當年北京電力供應不
足，有次在港澳辦舊辦事處和香港基本法草委會秘書
長李後、副秘書長魯平等草委開會時，不知不覺討論

到天黑，但那次討論很熱烈，很專注，大家卻沒有要
求開燈，捨不得用電，「討論到連樣都幾乎看不到，
但仍要繼續討論。」體現了香港基本法制定工作的成
員全心全意，投入認真。
香港基本法是憲制性文件，具有重要的法律地位，

何鍾泰說，香港基本法諮委會的政制小組當年便召開
了大量會議，討論得很仔細，有次共有30多位委員參
與約兩小時的會議，只為討論4個字：有的、有些，
「究竟用前者還是後者？因為兩者所意味的數量略有
差異，意思不相同」，這說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和諮
詢過程均很細心，堅持準確原則。
事實上，香港基本法當年力求準確的求真精神，並

為香港回歸後的一些爭議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何
鍾泰提到，他們當年已考慮到，如果特首出缺應如何
處理的問題。草委文件當時認為，當有新特首出任
時，指明該特首是「新的一任行政長官」。
他指出，從字面上看，這意味着新特首是依5年任期
計算，「這便變成繼任特首可任5年，但這便沒有處理

『剩餘任期』的問題，因為按照立法會和區議會的慣
例，都是以剩餘任期計算，諮委會後來向草委會建議，
刪除『一任』二字，變成『新的行政長官』。」

為特首任期釋法提供明確依據
何鍾泰續說，當時諮委會很反對草委會有關該條文的

寫法，堅持劃掉「一任」二字。故此，現有香港基本法
第五十三條原文便列明：「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
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
事實說明，因為香港基本法制定期間的嚴肅討論，

在細節上一絲不苟，按照香港基本法特首只可連任一
次的規定，前特首曾蔭權當年繼任前特首董建華後，
任期便只有7年，而非12年，為當年有關特首剩餘任
期的人大釋法提供充足而明確的法律根據，排除了社
會上不必要的爭議。何鍾泰認為，這些細節，說明香
港基本法諮委會絕不是橡皮圖章，在諮詢期間為草委
會提供有參考價值的諮詢意見，發揮了應有的諮詢角
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1985年，時任香港工程師學會高級副會長的何鍾泰，以工程界身份進入香港基
本法諮委會。他說，雖然當年社會對香港基本法
認識還在摸索階段，但當初進入香港基本法諮委
會，已確切理解到香港基本法作為香港的憲制性
文件，對落實「一國兩制」十分重要。
他認為，目前為止，由於香港基本法為「一國

兩制」提供了保證，外國不可能會認為中央「壓
制」高度自治，這亦正是「一國兩制」和香港基
本法在香港成功落實的體現，香港有人反過來指
中央藉香港基本法限制港人自由甚至「破壞『一
國兩制』」，實在沒有道理。
何鍾泰明言，「一國兩制」要如何落實，當初

諮詢時，香港基本法諮委會已有明確共識，其中
一個重點，就是不能讓外國干預香港特區以致中
央事務，破壞「一國兩制」。這需要中央政府任
命一名信任的人，去落實中央有關香港的政策，
並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辦事，這個信任的
人，便要「愛國愛港」、不與中央對抗。這個人
擔任特首，可以保證外國不會干預香港特區和中
央事務，可以維護「一國兩制」。

指特首擁兩個憲制角色
他提到，反對派近期經常高叫特首梁振英「下

台」，但應看到，特首有兩個憲制角色，一個是
代表香港特區，一個是代表中央在香港落實中央
的政策。「香港基本法寫明，特首要落實香港基
本法，要向中央及特區負責，並由中央委任。特
首具有重要的憲制角色，獨一無二，豈能落
台？」
有人今日仍然挑戰特首條件應否「愛國愛
港」，何鍾泰強調，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已存在
於多條條文中，不言而喻：「『愛國愛港』在香
港基本法制定期間根本沒有人會爭論，因為這是

必然而然的邏輯：不愛國不愛港，特首又如何履
行這兩個憲制角色呢？」
他進一步指出，即使當年參與香港基本法諮

詢的「民主派」成員，也未有就特首「愛國愛
港」的角色提出異議。「當時沒有特別注明香
港基本法要寫入『愛國愛港』四字，因為當時個
個都會認為，擔任特首難道不愛國不愛港嗎？無
人咁諗喎。」他續說：「這在當年根本是沒有需
要提出來說的事情，正如人一定要吃飯，一定要
飲水，一定要呼吸空氣，這麼簡單的道理，特
首『愛國愛港』就是香港基本法制定期間的必
然共識。」

挑戰憲制性文件 反對派違背普選主張
香港社會上仍有人挑戰香港基本法權威，屢次

提出違反香港基本法的普選主張。何鍾泰明確指
出，憲制性文件就是憲制性文件，憲制性文件就
是凌駕於所有本地法律的文件，本地法律不能倒
過來扭曲香港基本法，「凌駕就是凌駕，反對的
人沒有理由不知道凌駕的意思，挑戰香港基本法
的人，就是沒事找事，根本不可能。」

「一國」「兩制」關係應加強推廣
何鍾泰認為，香港基本法是很成功的一份憲制

性文件，當時的草委和諮委們，的確已下了很大
工夫，如實履行了他們的職責，在歷史上已有很
好的交代。然而，今日不少港人對香港基本法條
文仍概念模糊，「現在也覺得可惜，『一國兩
制』一直說得不足，『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應該加強推廣。」
他強調，香港回歸近18年，港人更應熟讀香港

基本法，正確理解條文，清晰「一國兩制」概
念，這可減少落實「一國兩制」的干擾和許多不
必要擔憂，對促進港人福祉絕對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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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至今仍然對特首應該「愛國

愛港」提出質疑。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前香港工程師學

會會長何鍾泰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首具有重要的憲

制角色，肩負不讓外國勢力破壞「一國兩制」的責任，特首「愛國愛港」是當年香

港基本法諮詢期間的必然共識，即使當年參與香港基本法諮詢的「民主派」成員也

未曾提出異議。香港基本法頒布至今25載，港人有需要進一步認清香港基本法原

意，了解支持特首「愛國愛港」具有捍衛「一國兩制」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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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條自行立法 顧及港人感受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問

題再次成為香港社會熱話，有反
對派中人聲稱此舉是中央要以香
港基本法「箝制」港人自由，何
鍾泰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肯定地

說：「沒有這回事，當時沒有人會想到，會
用香港基本法在普選和二十三條上箝制港人自
由，也看不到當時其他派別會有中央以香港
基本法有意箝制港人自由的想法。」

何鍾泰在香港文匯報的訪問中指出：「當時
大家都一致認為，先讓特區政府成立後再考慮

二十三條立法，沒有人想到要提早立法，因為
當時不肯定回歸後的情況如何，擔心太早定下
來，對香港過度產生一些影響，才建議回歸後
由特區政府自行就二十三條立法。」

現在回頭看，一些人會慨歎就二十三條立
法遙遙無期，反問當年何以不先就二十三條
立法。然而，何鍾泰認為，香港基本法讓港
人自行就二十三條立法，這更說明中央處理
香港基本法時，已顧及了港人在言論自由方
面的考慮，不能反指二十三條箝制港人言論
自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1990年1月草委會第九次全體會議。李後、魯平向雷潔瓊敬酒。
資料圖片

■1985年12月18日上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
立大會在港舉行。 資料圖片 ■1990年2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資料圖片

■基本法頒布25周年研討會展覽。 資料圖片

■何鍾泰指，正確理解基本法條文，清晰「一國兩制」概念，
可減少落實「一國兩制」的干擾和許多不必要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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