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
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
出，香港基本法既是憲制
性文件，也是中央「一國
兩制」方針以法律方式予
以體現和貫徹的手段，因
此，要理解「一國兩制」

方針，必須全面掌握其歷史背景、目標和手
段，不能斷章取義，更不能肆意歪曲。
他指出，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有相當的
穩定性和連貫性：從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

平就香港問題的多番談話、中央政府在《中英
聯合聲明》中宣示的對港政策、香港基本法起
草過程中表達出來的主流意見、特區籌備委員
會的決定、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有關條款
的解釋、《「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實踐》白皮書等文件中都可以看到。
劉兆佳指出，香港回歸後，部分人對「一國

兩制」有不正確理解、輕「一國」而重「兩
制」、不接受「一國兩制」和不尊重中央權
力、刻意扭曲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特別是
把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抽離香港基本

法個別條文予以演繹而不作全面解讀，按照自
身政治立場和利益解釋基本法，並以所謂「國
際標準」特別是民主和人權標準加諸基本法。

中央有需要作權威性說明
他強調，中央有需要在關鍵時刻就「一國兩

制」方針作出權威性說明和講述，以中央對港
政策來判別是非，「如果各方面能夠細心地和
真誠地『吃透』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的核
心內容，哪種看法代表基本法的正確認識便不
難斷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表示，香港
基本法從開始工作到正
式頒布，歷經4年 8個
月，內地和香港草委、
諮委為香港發展默默耕
耘，盡心盡力，以中英

聯合聲明為藍本，結合內地和香港情況，既
照顧了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又前瞻未來發
展需要。

採納市民意見修訂逾百處
她指出，在工作期間，他們要調和大小不同
爭議，160條基本法條文融合了無數人的心血

和智慧。在基本法起草和諮詢期間，基本法草
委採納了香港市民的意見而作出百多處修訂。
梁愛詩指出，香港社會對基本法存在的誤
解，一是一些人對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方針理解片面，為了政治目的，往往扭曲、選
擇性地去理解「一國兩制」這個完整概念。
二是「一國兩制」不單為了香港的繁榮穩

定，還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港人
不能只看自己「頭上的一片天空」，還要從
整個國家的角度和國際局面去考慮。
三是「兩制」的差異令一些人對基本法有

誤解。事實上，制度差異在基本法起草階段
已照顧到，這不構成對基本法落實的障礙，
只有嚴格遵守基本法的全部條文，將基本法

和普通法靈活結合，香港仍可以香港的法律
制度向前發展。
四是過渡時期往往只強調基本法的穩定

性，宣傳不足，在一些人近年的扭曲下令市
民對基本法產生混淆，香港在宣傳方面仍需
加倍努力。

「一國兩制」需不斷摸索
梁愛詩強調，「一國兩制」是開創性事

業，雖然基本法給予港人很好的藍圖，但在
實踐中仍需不斷摸索、回顧、反思。港人要
對基本法有信心，對自己有信心，不要辜負
前人對「一國兩制」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萬寬、沈清麗、黃晨）今年是香港基本法
頒布25周年，正值香港政制發展關鍵時刻，一眾「香港大講堂」與會
嘉賓均表示，此時舉行香港基本法專題研討會，能讓大家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具有積極意義。香港基本法是一部充滿智慧和前瞻性的憲
法，保證了「一國兩制」方針的實施、保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嘉賓
們呼籲港人應理性面對政改，避免社會走向撕裂，推動香港民主政制
邁出重要一步，順利達致香港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特首。

陳有慶：歪曲原意難穩定
全國僑聯副主席陳有慶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

表示，香港政改必須根據基本法進行，如果有人
歪曲基本法的原意，香港將難以繼續繁榮穩定，
「香港回歸祖國近18年，各方面的發展有目共
睹，全賴基本法給予香港的保障。」

王國強：市民應加深認識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強表示，基本法令香港能

夠實行「一國兩制」，全港市民都應該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這既
是市民的基本責任，也是現實的需要。他強調，基本法是治理香港
的基本之法，特首普選必須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落實。

蔡毅：實事求是理解本意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示，基本法給香港回歸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
基礎。基本法早已清楚說明香港普選制度，希望反對派議員能夠以客觀
的態度，實事求是理解香港基本法的本意。

馬豪輝：更了解助達共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豪輝指，希望藉着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全港

市民能夠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從而更了解香港普選制度，最終達成共
識，實現2017年的特首普選。

張華峰：起普選指導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張華峰指，基本法在制定時已經考慮了香港的民情，對

香港循序漸進發展政制有指導的作用。他希望大家能按照基本法和全國
人大常委會「8．31」框架的規定，共同努力推動落實2017年「一人一
票」選特首。

紀文鳳：需依法循序漸進
全國政協委員紀文鳳說，她當然希望政改方案能夠通過，因為已故原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為此付出很多心血。特首普選需要按照基本法循
序漸進進行，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能否通過，對香港政制發展非常重
要，只要可以先行一步，未來就會有更多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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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經緯在研討會上致辭。 曾慶威攝 ■王樹成在研討會上致辭。 潘達文攝

香港文匯報本期「大講堂」的主題為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促進兩地融合

發展——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專
題研討會」。10位演講嘉賓尚包括：全國人
大代表王敏剛，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
法會議員、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耀宗，
全國政協委員、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
戴希立，全國政協委員、瑞安集團主席羅康
瑞，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
強，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
定淮，共同圍繞「紀念基本法」和「兩地融
合」的主題展開精彩演講，吸引逾300名社
會各界人士參加。

陳經緯：保障「一國兩制」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商聯

副主席、香港中國商會主席陳經緯在致辭時
表示，香港基本法是根據國家憲法制定的全
國性基本法律，也是香港的憲制性法律，規
定了在香港特區實行的制度和政策，為「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區的實踐提供了法律依據
和保障。
他續說，香港能夠保持繁榮穩定，跟基本
法本身的穩定密不可分。但去年發生的違法
「佔中」等事件，說明一些人對香港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的認知和理解不足，極需加
大推廣力度。
陳經緯表示，香港基本法實施近18年，是

香港在祖國懷抱中不斷發展進步的新時期，
為確保國家對香港實施基本方針政策、確保
香港繁榮穩定提供了根本保障。
他說：「從根本上說，正是有基本法的保

障，香港才取得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目

前，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為香港提供
了非常龐大的發展機會，面向未來，對於基
本法，我們沒有理由不全面理解、堅決貫
徹。」
陳經緯強調，「貫徹基本法，就必須把堅

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
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發揮
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
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有關香港特首普選的問題，陳經緯說，當

前香港基本法實施的一項重大任務就是落實
行政長官普選，因為行政長官普選制度源自
基本法。香港政制發展只有以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為前提，在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框架下落實普選，才
能保障社會繁榮穩定、港人安居樂業。

王樹成：增市民認識是關鍵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王樹成在致辭時表示，去年香港爆發了曠日
持久的非法「佔中」，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西
方勢力的裹挾和煽動，另一方面也和香港部
分青少年及市民對基本法的實質內涵認識不
深直接相關。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是否為香
港市民所廣泛接受，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香港
市民對「一國兩制」及香港基本法更全面、
深入和準確的認識。
當日開講儀式嘉賓眾多，香港工業貿易署署

長麥靖宇，中聯辦協調部副部長張方，全國僑
聯副主席陳有慶，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副主任王國強，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林淑儀、
馬豪輝，全國政協委員張華峰、王惠貞、紀文
鳳，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部
副主任宇靜等40位嘉賓共同主禮。

大講堂縱論護港繁榮穩定 促兩地融合發展
政商學界翹楚應邀任演講嘉賓 基本法25周年共探政改民主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黃晨、邵萬寬）全國港澳研究會、香

港中國商會和香港文匯報5月5日在灣仔會展中心聯合主辦「香港大講

堂」第六講。恰逢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之際，本期「大講堂」作為

「香港基本法頒布25周年系列活動」之一，特別邀請香港基本法委員

會副主任梁愛詩，香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丶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等10位政商領袖和學術專家擔任演講嘉賓，與香

港市民共同回顧基本法的誕生歷程，並就香港政改方案如何落實其民

主進程和社會發展展開精闢探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黃晨、
邵萬寬）據介紹，為更好宣傳《基本
法》，香港文匯報聯合全國港澳研究
會、國務院發展中心港澳研究所等多家
機構，今年即將共同開展「香港基本法
頒布25周年系列活動」，以期在香港社
會掀起認識基本法、學習基本法、理解

基本法的熱潮，助推「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
一系列活動包括將舉辦全港基本法知識

大賽暨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香港
基本法頒布25周年系列大型圖片展、
《基本法25周年圖片集》的編印及發行
等。

本報年內辦知識大賽圖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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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起草過程「瞻前顧後」
特區行政會議成員、新民

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香港
特區的政治制度有別於港英
統治時期，如特首可發還立
法會法例及解散立法會等，
完全體現了「一國兩制」及
寬鬆的民主自由，倘2017

年特首普選方案順利通過，香港就可完全體現
「一國兩制」的特色。

配合全球發展勿故步自封
葉劉淑儀強調，香港基本法頒布25年、實踐
了17年，透過不斷實踐更了解立法原意、透過
立法解釋豐富了條文內容。香港應認真考慮如何

配合全球發展，如何與內地區域配合發展，不要
故步自封。
她並手持1990年基本法秘書處送贈她的獨一

無二基本法，指出香港基本法內容越來越豐富，
「今日的基本法肥好多，多了好多解釋、決定、
附件，證明了香港基本法的憲制性文件，根據立
法原意羅列原則，並透過本地立法成功落實。」
另外，葉劉淑儀提到當年討論有關居港權條文

時，中英談判代表已草擬了細緻條文，更準備簽
署協議，作為本地的立法基礎，但由於當時的政
制爭拗而未能落實，令基本法中的居留權實施，
牽起了十幾年訴訟，「作為憲制文件，訴訟是無
可避免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葉太：港政制體現寬鬆民主
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表示，香

港基本法確保了香港的經濟優
勢，包括保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不實行外匯管制、港幣
自由兌換等。正是這些規定，使
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內地不一
樣，可以優勢互補。

他提出了把握「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為香港帶來
的經濟機遇的四項建議：
一、充分利用香港服務業進入廣東的「先行先
試」政策，並借助前海、橫琴、南沙三大新區的機
遇，促進更多「小門」向香港開放；
二、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推進城鎮化工作
時，參考香港經驗，加強香港在內地城市建設與內

地的合作；
三、香港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注入
香港經濟發展新動力；
四、香港不但要加入亞投行，更要爭取在香港設
立辦事處，充分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人民幣離
岸中心的作用。

政爭不能沒完沒了
劉漢銓強調，香港不能沒完沒了地糾纏在政治問

題中。目前，改善民生仍是香港最重要的工作，這
需要港人更堅定和深入地貫徹香港基本法，捍衛基
本法權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獨特優勢，把握
好國家的發展機遇來發展經濟，避免分化，減少內
耗。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劉漢銓：應把握四經濟機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剛毅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王敏剛表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
合乎「情、理、法」，倘方案順利通過，
將會是香港與國家的民主跨前的歷史性標
記，呼籲反對派「退一步海闊天空」。

批「真平選」實是「假普選」
王敏剛指出，香港的普選並非選舉工程，而是一個完整的憲制架構，

即包含「直選」或「間選」，反對派要求的「全部直選」是「平等選
舉」，「真平選」才是「假普選」，「法國大革命曾使用『真平選』，
及後美國眼見情況混亂，在1791年成立『普遍與平等選舉』。」

他強調，特首普選方案合乎「情、理、法」，「大家對普選認
識有幾深？『泛民』係呃緊人。他們宣稱1,200人是『小圈子選
舉』，事實是『一啲都唔少』，美國也是500多人選總統。香港
的選舉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已有民主成分，但政治現實卻是：扭
曲政治倫理，有理講不清。」
他批評，外部勢力不斷利用香港特區試圖打擊中央，如美國長
期資助非政府機構，策動香港衝擊特區政府的行動，包括79日的
非法「佔領」等，「部分反對派是『收錢做嘢』，但仍有部分是
有真正的政治理想。雖然大家仍然擺出政治姿態，我希望他們能
夠以真知灼見，體會（方案的）民主要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王敏剛：方案符「情理法」 劉兆佳：「一國兩制」不容歪曲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譚耀宗

指出，香港基本法對特區行政長官普選的安排早已有
明確規定，目前的政改爭議其實是在「炒冷飯」。
譚耀宗表示，「香港基本法集合好多智慧，確保

了『一國兩制』的原則和精神。基本法實施了18
年，較我當日起草預期的成功及順利。大家不要被
政改爭議所影響，這些爭議都是預計之內。當年反

對派法治意識也是比較強的。」
他說，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符合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8．31」

決定，香港社會各界應理直氣壯，達至落實普選的最終目標，「最重要是按照
香港基本法軌跡，尋求立法會最多數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譚耀宗：政改爭議實「炒冷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
員戴希立指出，特區政府已規定中小學推行一定
的基本法教育，但學生對基本法認識仍存偏差，
主因是有關教材過去較注意介紹港人利益，只強
調「着數」，令年輕人對當年香港基本法的爭論
和如何達成共識的這段歷史缺乏認識，對「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解決了甚麼問

題一無所知。
他續說，學校教育只講條文，削弱了學生理解憲法和基本法、「一
國」和「兩制」、中央和地方的三對關係，令學生會側重了「兩制」和
「地方」概念而忽略了其他，更不明白自己作為中國公民的身份。

為教師提供基本法支援
戴希立建議，日後推動香港基本法教育，既要兼顧歷史，也要與時俱

進，注意進一步發揮基本法的內容，才能讓學生體會到基本法的重要性
和生命力。當局在設計教材時，也要了解學生的興趣和規律，令課程會
更生動。最後，當局亦需加強教師的基本法支援，包括網上教材和進一
步培訓，可讓教師掌握好基本法教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戴希立籲加強基本法教育
全國政協委員、瑞安集團主席羅康瑞表

示，上世紀80年代，國家改革開放剛起
步，不少人對此仍表懷疑，對內地感到抗
拒，特別是當時正值香港基本法起草階
段，討論期間便出現過一些所謂「民主抗
共」等有關香港民主發展的不必要爭議。
他以自己在內地投資30年的經驗指出，

中央領導人在不同場合提出依法治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對香
港重要性等說明，中央將普選寫入香港基本法，誠意不容懷
疑。問題是港人對基本法認識仍然不足，過去的宣傳又只講港
人權利少講義務。
羅康瑞認為，特區政府施政受現有民主體制限制，亟需政治

體制改革，立法會倘通過普選方案推動政改，提高特首認受
性，將是改善施政的黃金機會。不過，反對派仍打着民主旗號
反對民主普選，寧可原地踏步，阻礙了政制步伐，令人憂慮。
因此，他促請特區政府在普選關鍵期加強基本法宣傳，讓更

多香港市民理解普選的意義，將有利爭取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羅康瑞：港人「識法」不足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定淮批評，反

對派以挑戰姿態及綑綁方式，不顧香港絕大部分市民落
實普選的普遍意願，試圖做出否決2017年特首普選方
案的舉動是非理性的，並會造成嚴重後果。
他解釋，否決方案將嚴重毒害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剝
奪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權
利；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傳統，並反映了反對派政治能量

不足。
他強調，中央原則立場是不可動搖，香港主流民意也

要求先接受目前的方案，反對派應正視政治現實，「根
據制度規定，他們是有權利否決方案的，但這種否決是
以否定500萬合資格選民的選舉權為代價。如果以對歷
史負責任態度作出配合，將是各方共贏的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行政總裁馮可強
表示，CEPA實施後，香港和內地融合已
取得進展，但在「一國兩制」下思考香港
發展問題的同時，更要置於全球化和區域
融合這個大框架去思考，及聯繫到內地全
面深化改革、「一帶一路」對內對外的國
策來考慮。

他指出，包括香港在內的不同地區，都會出現感受不到好處
而排斥融合的現象，融合不一定會令港人自然感到受惠，有人
會以為融合令自己失業。因此，特區政府需要多向市民，尤其
是年輕一代多講香港和世界、區域、內地的三面融合，可避免
一些人歪曲香港被內地「規劃化」的說法。
馮可強續說，融合雖能「做大個餅」，部分基層和年輕人
或會質疑只有上層社會受惠，他們對當局只講經濟數據強大
可能沒有感覺，故在推動融合時，要考慮融合對港人利益的
影響，及增加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如能令人民感到到促
進經濟的好處，人民自然會支持融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馮可強倡向港青釋融合 張定淮指否決方案後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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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講堂」第六講研討會，台下座無虛席。 曾慶威攝

■「香港大講堂」第六講－紀念基本法頒布25
周年專題研討會日前在會展舉行。 曾慶威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