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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事將低調處理 未聞京設靈堂
據接近國務院港澳辦的消息稱，魯平的家人

低調處理後事，未聽說在北京設靈堂的安排。
魯平於1970年代起，開始參與香港、澳門政權

移交的工作。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英談判，魯平
作為中方重要的談判人員和智庫要員，經常出謀
劃策，是中英談判的關鍵人物之一。上世紀90年
代，末代港督彭定康拋出政改方案後，他更站在
中英對陣的最前線，與英方角力。
1992年，彭定康公布政改方案，大幅度增加

香港立法局直選議席，惹來中方不滿，時任國
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代表中方斥責，這是
個「三違反」的方案，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違反了基本法，違反了中英兩國外長達成的協
議，破壞了平穩過渡、破壞「直通車」，並狠
批彭定康「千古罪人」，「千古罪人」成為了
香港過渡期最經典的金句。

70歲退休仍多次就港問題發聲
1997年，70歲的魯平正式退休，逐漸淡出公
眾視線，但仍多次就香港問題發聲。
2012年，魯平批評「港獨」說，認為自己不

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應看看自己的護照上寫着
什麼，否則應該放棄中國國籍。中國有13億人
口，沒有這極少數人也不會受影響。
2014年3月，魯平表示，特區行政長官必須是
愛國者，這在基本法中有明確規定，而且愛國
應該意味着從整體上效忠於社會主義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同時也效忠於實行資本主義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
上月中，立法會議員譚耀宗引述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透露，魯平當時在醫院，但未有透露具
體詳情。
消息人士表示，魯平因癌症病逝。上世紀90

年代中期，魯平曾驗出患胃癌，並做了胃癌切
除手術。當時正值香港回歸的緊要關頭，魯平
在《魯平——口述香港回歸》一書中披露，醫
生要他馬上動手術，但他堅持在完成港澳的行
程後，回到北京再動手術。1995年5月，魯平在
北京醫院進行了胃癌切除手術。因為考慮到會
影響香港回歸問題，手術是秘密進行的，住院
登記也換了名字。並且由於手頭工作無法停
滯，魯平也沒有做第二輪化療。魯平回憶，這
次大病之後，再出現在大眾面前時頭髮也沒
了，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挺住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鄭治祖、關據
鈞、陳庭佳）國務院港澳辦原主任魯平前日在北京
病逝。多名曾與魯平共事的香港政界人士昨日憶
述，魯平關心香港，一生有多達一半的時間參與香
港回歸事務，並願意聽取港人意見，再向內地當局
反映，形容魯平平易近人、耿直、有誠意。

范太：人情味濃
原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

泰昨日表示，自己和魯平一起工作了3年至4
年。魯平十分平易近人、對人很有誠意，又憶述
有一次她的女兒病了，魯平在她去北京開會時找
她，問她有沒有可以幫助的地方，「其實他不用
這樣做的，但他的人情味很濃。」
她又指，魯平很希望香港回歸後保持繁榮安定，

所以一生有多達一半的時間參與香港回歸事務。
被問到魯平曾批評末代港督彭定康是「千古罪

人」，她認為魯平在當時記者會所說的話很有說
服力，只是太緊張香港，覺得彭定康破壞了立法
局「直通車」安排和平穩過渡，所以忍不住說了
一句「千古罪人」。

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委員譚惠珠說，魯平為人耿直，英語能力好。在
討論《中英聯合聲明》時，魯平雖然不是外交部官
員，但他當時仍會見很多港人，隨後在香港基本法
草擬過程中參與了所有組別工作。

譚耀宗：助解難題
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譚耀宗對魯平的語文能力印象深刻，又指魯
平願意聽取港人意見，並盡量去說服內地草委接
受，如回歸前的港人對回歸後的雙重國籍問題有
疑慮，當時他不時向魯平反映，結果回歸後採取
折衷方案，容許香港永久性居民所持的外國護照
仍被視為旅遊證件。
原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委員劉迺強憶述，當年他和其他匯點成員上
京表達「民主回歸」等意見，魯平首先會見了他
們，並對各界意見的重視令人印象深刻。他坦
言，魯平離世實在令人感到失落，值得港人深切
懷念，而魯平晚年與胃癌搏鬥多年，意志也令人
尊敬。

港各界讚魯平耿直聽意見

港澳辦原主任魯平逝世
香港回歸重要參與者 曾批彭定康「千古罪人」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海巖海巖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昨日發訃告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昨日發訃告稱，，國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主任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主任、、黨組書記魯平黨組書記魯平，，因病醫治無效因病醫治無效，，於於20152015年年55月月33日日

1919時時2020分在北京醫院逝世分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享年8888歲歲。。魯平是香港回歸進程的重要參與者魯平是香港回歸進程的重要參與者，，曾曾

批評末代港督彭定康是批評末代港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千古罪人」。」。魯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去年魯平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去年1212月月33日日，，

在澳門出席由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主辦的在澳門出席由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主辦的「「澳門澳門《《基本基本

法法》》與特區發展與特區發展」」專題講座專題講座，，當時談及中央及香港特區政當時談及中央及香港特區政

府處理府處理「「佔中佔中」」的手法時的手法時，，他表示他表示「「完全同意完全同意，，完全擁完全擁

護護」。」。

國務院原港澳事務辦公室
主任、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
員會副秘書長魯平，是親歷
中英香港談判和香港基本法
起草的重要官員。他與英方
談判有理有節，力保香港財
政儲備，排除英方對香港回
歸的障礙，又全力參與基本
法起草和宣傳工作，增加港
人以至國際社會對「一國兩
制」的信心，對香港平穩過
渡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0年代末，魯平開始參
與香港和澳門政權移交的工
作。1980年代起，先後任職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副秘書長、香港特別行政區
預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秘
書長，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
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秘
書長。香港過渡前的工作，
魯平一直全程參與。
中英談判始於 1980年代
初，魯平作為中方談判人
員，是中英談判的關鍵人物
之一。1984年，中英聯合聲
明簽署，香港面臨重大信心
危機問題，魯平作為中方的
首席官員，第一次面對探討
「一國兩制」下的政制方
案，為後來的基本法有關香
港的政制發展提出了寶貴意
見。
1989年的政治風波後，不
少港人對香港前途感到憂
慮。當時的港督衛奕信在施
政報告宣布一系列措施，圖
挽回香港人及投資者的信
心，包括宣布推行耗資龐大
的「新機場計劃」(俗稱「玫
瑰園計劃」)，計劃只留下50
億元財政儲備給香港。
身為知情者之一，魯平對
此大感焦慮，在傳媒鏡頭前
連說三次「你說怎麼辦」。
他曾回憶說：「將來香港有

多少財政儲備，跟中央沒關係，我一個錢
也不要，我跟英國人討價還價，結果我是
一個錢都拿不到的，全部都是香港人的，
但是我一定要為香港人爭，我有這個責
任。」

為港人力爭逾千億財儲
魯平曾就財政儲備與英國特使柯利達秘
密談判，他形容柯利達像老婦在菜場買菜
般討價還價，最後柯利達指英方保證1997
年後留下250億元財政儲備予特區政府，魯
平考慮連同香港土地基金計算，屆時香港
過渡尚有超過1,000億元，「勉強過日子還
可以。」他向中央匯報，中央也同意了。
1997年6月30日晚上，魯平身處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整晚沒有睡覺，共同見證中國
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他回憶說：「我真的
掉眼淚了，非常激動。我在港澳辦十幾年，
天天就盼望這一天來到……」同年7月，他
卸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開始淡
出政壇，功成身退。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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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第三任主任 親歷中英香港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上世紀70年
代末，魯平加入當時剛剛成立的國務院港澳辦，歷任
秘書長、副主任，1990年成為港澳辦第三任主任，直
到1997年7月香港回歸後卸任，魯平擔任港澳辦主任
的7年間，正值香港處於中英鬥法激烈的過渡期，魯
平始終站在中英對陣的最前線，推動香港順利回歸祖
國。
上世紀80年代初，魯平親歷中英香港問題談判，

1982年，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魯平會見多
位英國要員，對多個有關香港穩定的重要政策進行磋
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面臨重大的信
心危機問題，魯平作為中方的首席官員探討「一國兩
制」下的政制方案。

不反悔狠批彭「千古罪人」
1992年他斥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是「千古罪
人」，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被視為香港是否平穩過渡
回歸的重要標誌。多年後，魯平再談及此事時表示，
「現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確是千古罪人。如果不是彭定
康的話，香港過渡的情況會更平穩。影響香港的不止是
政治體制，還有整個香港人的信心和經濟。」
1997年7月，香港正式回歸祖國數天後，魯平從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任上退休。

1927年9月 出生於上海，祖籍四川閬
中，194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上海聖
約翰大學畢業。
1980年代 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綜合組組長，其後升任秘書長；
1985年 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
秘書長；
1987年8月 升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
1990年11月 升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主任；
1992年10月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
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1993年7月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
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秘
書長；
1996年1月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
員會副主任委員、秘書長；
1997年7月 卸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主任。

■綜合網絡資料 記者海巖整理

魯平簡歷

張曉明唁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主任魯平日
前離世。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以個人署名發唁電，全文如下：

國務院港澳辦並魯平同志親屬：
聞悉魯平同志逝世，哀傷不已。
魯平同志是港澳工作領域的專家、權威和重要領導者。他在香港回歸

祖國的歷史時刻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他為制定和落實「一國兩制」方
針、實現香港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竭誠盡力。
他把真情摯愛獻給了香港，也贏得了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尊重和讚譽。

魯平同志是我景仰的老領導、老前輩，也是我從事港澳工作的引路
人。他的言傳身教令我獲益良多，其愛國情懷、擔當精神、豐富學識、
務實作風，將繼續感召我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魯公之風，垂範後世。

中聯辦唁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聯辦昨晚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原主任魯平離世發出唁電，全文如下：
國務院港澳辦並魯平同志親屬：
魯平同志不幸病逝的噩耗傳來，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全體同仁不勝

悲痛！
魯平同志長期從事港澳工作，擔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負責人，參

與了「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制定、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香港
基本法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建工作的全過程，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
的組織領導工作，是「一國兩制」事業的早期開拓者之一，在香港享有
很高的聲望。他堅決貫徹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利
益，堅持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處理問題，為香港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
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他高尚的愛國情懷、高超的政策水平、忘我的敬業
態度、求實的工作作風和對香港的真情摯愛，值得我們學習和傳承。

謹對魯平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魯平於 1996
年 12 月就 3 位
首任行政長官候
選人的選票作投
票說明。

中新社

■■19921992年年，，魯平與訪京的彭定康會晤魯平與訪京的彭定康會晤，，氣氛很緊張氣氛很緊張。。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5年5月5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原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魯平前晚在北京辭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發表聲
明，並在會見傳媒時主動提到，他對魯平的逝世深感悲痛，
「我謹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市民向魯平主任的辭世
致以最沉痛的哀悼！」
他在聲明中指出，「上世紀70年代末，魯平因香港前途問題與

我們結緣。在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舉行正式談判前，魯平領隊來香港
調研，為中央政府制定『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付出了極大的心血；隨
後，魯平參與了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香港基本法的制定、
籌備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工作，並負責主持香港過渡期的各項事務。」
梁振英在會見傳媒時補充，魯平自從30多年前開始，已經參與籌備香

港回歸的工作。在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任內，他親自領導「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落實，籌備特別行政區的成立，確保
香港的繁榮穩定，亦保障了香港人在1997年後生活方式不變等。
梁振英在聲明中並強調，「按照『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方針，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是中華民族振興征途上的一座豐
碑，我們要繼續努力，將『一國兩制』這項偉大事業向前推進，創造香
港更加美好的明天。魯平主任請安息，我們永遠懷念您！」

對「一國兩制」貢獻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