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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在講話時，首先向在此次政改工作中付出艱
辛努力，並承受許多壓力的建制派議員表示感謝和慰
問。他強調，這次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是香港回
歸祖國以來歷時最長、爭議最多、挑戰最大、難度最
高的一項工作。確實，這次政改的難度遠較以往都要
高。特首普選涉及香港管治權之爭，反華勢力絕不會放
過這次「染指」香港管治權的機會，加上去年爆發大規
模的違法「佔領」行動，浪費了大量政改諮詢時間之
外，更令激進派成功騎劫了整個反對派陣營，令溫和
派難以脫身，最終令一個得到主流民意支持的普選方案
被否決，責不在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以及建制派，而是
投下反對票的反對派議員，這個責任必須釐清。

團結一致 重新上路

張曉明肯定建制派議員作為一個整體，自始至終堅
定地支持依照香港基本法處理行政長官普選問題，支
持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支持特區政府提出
的普選法案，「這些事實不會因為立法會投票表決時
出現意外情況而改變。建制派議員始終是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正確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重
要建設性力量。」無疑，在政改表決日以及之後發生
的連串風波，對建制派陣營以及廣大愛國愛港群眾造
成了一些不良影響。但張曉明代表中央充分肯定建制
派議員的工作，肯定建制派在政改上的努力，有力地
掃除了一些別有用心者故意放出來的各種陰謀之論，
誅心之言；粉碎了一些挑撥離間的謠言，勉勵建制派
揚帆再起，為他們打氣鼓勁，對於加強建制派團結，
具有正面的作用。

事實上，一些別有用心者近日不斷炒作所謂「洩
密」事件，司馬昭之心已是路人皆見，就是要分化挑
撥建制派的團結，削弱建制派的力量。屆時，他們就
可以在議會上繼續狙擊特區政府施政，並且在區議會
以及立法會選舉中打擊建制派。面對未來嚴峻的挑
戰，面對反對派愈趨激進的行動，建制派沒有不團結
的本錢。現時應該收拾心情，放下爭端，團結一致，
重新上路，擔當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
的重要建設力量。

政改討論讓市民更了解基本法
普選方案被否決，令廣大市民感到失望。但兩年多

的政改討論，也不是沒有收穫。正如張曉明指出，政
改工作推進的過程，也是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進行再學習、再宣傳、再教育的過程。這次普選方
案被否決，凸顯過去的基本法教育存在不足，一些人
對基本法了解不深，對於「一國兩制」的認識有偏
差，並未清楚中央在香港普選問題上的憲制地位，因
而衍生出各種問題，容易被別有用心者煽動利用。去
年79日的「佔領」便是最明顯例子。這場政改大討論
讓社會了解中央在政制問題上的原則底線：基本法外
不能另搞一套、人大決定不能撼動、國家安全無從妥
協、愛國愛港是絕對標準。這些都藉着政改討論深入
市民腦海，為未來再重啟政改，打下了基礎。但同
時，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也應將宣傳基本法作為未來的
工作重點，讓市民了解到香港的憲制地位，這樣很多
誤解自然可以消除。

張曉明特別提到，政改工作
已告一段落，香港各界人士普
遍呼籲全社會擱下政制爭拗，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促進和諧，這是香港全體市民的根本福祉所在，
是民意民心所向，也是中央政府的殷切期望。這其實
也是社會各界的期望。香港過去多年陷入無止境的政
治爭拗之中，嚴重蠶食了競爭力。在回歸時，香港的
GDP總量是內地的18%，人均GDP是澳門的兩倍。但
到了2013年，香港的GDP總量已跌至不足內地3%；
如今澳門的人均GDP更是香港的3倍。香港GDP17年
來累積的增幅不到4成。當中，香港政治風波不斷，政
府施政動輒得咎，浪費了大量寶貴的時間和機遇，正
是癥結之一。

梁振英勇於任事敢於擔當各界理應大力支持
現在普選方案被否決未嘗不是一個讓香港擺脫政爭

的機會。特首梁振英日前發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匯
報》，涉及到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諸多內容。《施
政匯報》清晰反映了梁振英「700萬人是一家，要齊心
要努力」的施政信念，在市民最關注的民生議題上，
梁振英以務實為民的態度，貫徹「穩中求變」理念，
迎難而上，勇於任事，敢於擔當，處理各種積存多年
的經濟民生問題，大手筆地推出多項利民生振經濟措
施。面對未來外圍經濟不明朗的挑戰，社會各界更應
繼續支持梁振英及其執政團隊依法施政，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為香港創造更光明的前景。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張曉明勉勵建制派揚帆再起 支持特首致力經濟改善民生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邀請立法會建制派議員到中聯辦茶敘時，肯定建制派在政改上，始終是

在香港特區正確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建設性力量。他又期望，在政改工作已告

一段落後，全社會擱下政制爭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張曉明的講

話，對於全面評價整個政改的成果，對於應對香港未來新的政經形勢，都有重要的啟示和指

導意義，其要點有三：一是肯定建制派在政改上的努力和表現，勉勵建制派揚帆再起，為香

港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二是認同政改討論對香港社會有正面意義，有助社會加深認識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方針。三是呼籲社會應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特首梁振英早前發

表任內第三份《施政匯報》，公布了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諸多舉措，各界應大力支持特首

及其團隊致力經濟民生，造福廣大市民。

楊孫西 大紫荊勳賢 太平紳士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推動政改瑕不掩瑜 建制派貢獻不容抹殺

這次政改，是香港回歸以來歷時最長、
挑戰最大和難度最高的工作，建制派議員
在這次政改工作中自始至終根據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支持特區
政府提出的普選法案，不遺餘力推動落實
「一人一票」的特首普選。建制派議員在
政改工作中付出的不懈努力，建制派議員
與政府和各方面共同努力取得的政改工作
效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建制派激濁揚清 凝聚主流民意
圍繞政改的爭執，儘管反對派鼓噪的聲

音很大，面對反對派企圖以「公民提
名」、「國際標準」、「袋住先即袋一
世」架空和否定「8．31」決定和普選法
案，建制派議員挺身而出，在議會、不同
公共場合和媒體，理直氣壯，激濁揚清，
據理駁斥，積極聲張貫徹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謹守普選底線的言論。
人大「8．31」決定公布後，反對派狂妄
向中央挑戰，在非法「佔中」中提出「人
大收回決定」、「命運自主」等荒謬要
求。建制派議員通過各種集會和活動斥責
非法「佔中」，揭穿反對派對抗中央的陰
謀，支持特區政府恢復香港秩序。
4月22日，當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讀政
改方案聲明完畢後，反對派議員表演離場
抗議騷，並發表聲明稱，特區政府推出的
是假普選方案，存心欺騙香港人「袋住
先」，對特區政府予以最強烈譴責云云。
41名建制派議員針鋒相對發表聯合聲明支
持政改方案，指出方案符合基本法、「8．

31」決定和香港實際情況，符合香港長遠
發展需要和國家利益，強調立法會議員作
為民意代表，應以民意為依歸，投票支持
方案，並呼籲市民繼續發聲，以民意力量
促使立法會通過方案。
建制派議員凝聚支持政改的主流民意，

推動香港愛國愛港力量形成空前的大團
結。建制派組織和參與了去年「8·17」和
平普選大遊行，數天之內180萬人簽名支
持普選。普選方案公布後，建制派組織和
參與的「保普選 反暴力」大聯盟，短短
9天收集到121萬個簽名。民建聯、經民
聯、工聯會、新民黨等建制派議員在推進
政改的每個重要階段都挺身而出，推動主
流民意支持政改。
建制派議員在政改工作中付出的不懈努

力，建制派議員與政府和各方面共同努力
取得的政改工作效果，都是有目共睹的。反
對派如何挖空心思進行抹黑及挑撥，根本無
法抹殺建制派議員在政改工作中的貢獻。

反對派抹黑建制派自暴其醜
反對派為推卸扼殺普選罪責，利用投票

意外事件來攻擊和抹黑建制派，是自暴其
醜。在6月18日反對派否決政改會議完場
的一刻，反對派議員在台前合照，反對派
議員高舉勝利手勢，其中毛孟靜還撐起非
法「佔中」的象徵物品黃傘，露出得意洋
洋表情，反對派心懷不軌才會如此取笑港
人普選夢被他們擊碎。
反對派議員堅持與中央對抗，置廣大港

人對普選的期盼於不顧，否決了普選方

案，使香港民主發展進程止步不前，使距
港人僅有一步之遙的普選夢破滅，反對派
議員必須承擔扼殺普選的全部責任。政改
被反對派悍然否決後，反對派為了推卸其
歷史責任，大肆利用投票意外事件來攻擊
和抹黑建制派，企圖轉移視線並打擊建制
派議員的士氣。反對派的這些陰謀是不會
得逞的，反對派的任何抹黑攻擊和挑撥離
間，都無法撼動建制派議員愛國愛港這個
共同的堅實基礎。
反對派否決政改是香港民主發展史上最

黑暗的一天，普選方案在反對派議員綑綁
投票之下被否決，港人「一人一 票」選
特首的願望落空，政制發展原地踏步，普
選特首遙遙無期，反對派是扼殺香港普選
的歷史罪人，必須予以強烈譴責。但反對
派卻彈冠相慶，利用投票意外事件來攻擊
和抹黑建制派以推卸責任，這是自暴其
醜。正如文匯報《香港「泛民派」實為
「反民派」》的特約評論員文章一針見血
指出：「今次否決普選方案，香港市民進
一步清楚看到，所謂『泛民派』，不是一
般的反對派，而是反民主、反民意、反民
生的『反民派』。『反民派』搞『三
反』，實質是反憲制，反對『一國兩
制』、 反對基本法、對抗中央。」

建制派議員任重道遠
隨着政改工作告一段落，當務之急是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和諧。建制
派議員在後政改時期，擔負為特區政府施政
保駕護航的重任。社會輿論期待建制派議員
放下因意外事件導致的思想包袱，加強團
結，改善溝通，將主要精力集中到經濟、民
生等方面，並繼續形成整體力量，支持特區
政府排除反對派的干擾，將香港建設得更加
美好。正如張曉明主任鼓勵建制派議員「我
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
句」，建制派議員對香港特區正確貫徹執行
「一國兩制」方針職責光榮、任重道遠。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與立法會建制派議員的茶敘中強調，此次政改工作
顯示建制派議員始終是在香港特區正確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
建設性力量。張曉明這一客觀公正的評價，說明儘管普選法案表決環節出
現了意外，但瑕不掩瑜，建制派議員對政改工作的貢獻不容抹殺。市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反對派為推卸扼殺普選罪責，利用投票意外事件來攻擊和
抹黑建制派，只能是自暴其醜。

反對派否決一個獲得多數市民擁護的政
改方案後，他們竟要求馬上重啟「政改五
步曲」，又有什麼意思？花了兩年時間也
未能凝聚共識，無休無止地消磨下去，在
本屆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任期內重新推動政
改又會有什麼改變？中央政府於方案表決
前已三番四次重申，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不可能未經實行便改變，反對派卻一
直把中央的表態當成「耳邊風」，總以為
反對派綑綁在一起可迫使中央政府撤回人
大常委會的決定，無疑只是一廂情願。直至表決完結了，中央可
有在原則和底線上作出妥協？反對派的策略和判斷成功了嗎？
李飛主任說得很清楚，即使特區政府重啟「政改五步曲」，同
樣須依循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反對派誤判中央會捨棄原則讓步，
代價是延誤本港政制發展的時機！反對派過去一直以實現普選為
核心政治綱領，但到了香港有機會實行普選時，反對派卻狠狠剝
奪市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他們還算是推動民主
進步的正面力量嗎？進一步說，如反對派繼續在立法會佔據三分
一議席，並依舊否定《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憲制要求，本港
的政制發展仍然只會原地踏步，寸步難行，普選夢遙遙無期。經
此一役，香港市民理應明白到，愛國愛港陣營才是推動普選落實
的積極力量，建制派能夠於議會取得逾三分二議席，香港實現普
選的機會將更加大；相反，繼續依靠反對派，政改方案繼續被否
決，港人始終是無法「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的。
筆者認為，既然現階段糾纏於政改亦不可能達致任何建設性的

成果，特區政府亦已表明本屆任期內不會再次推動政改，社會各
界不如聚焦於更實際的範疇，例如支持特區政府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更重要的是，市民必須深思香港的發展和定位，
力爭上游，為香港的繁榮穩定出一分力。大家都是香港人，你我
同坐這條船，與其不斷內耗下去「搭沉船」，不如同心划槳，讓
香港這條小船行得更快、更穩和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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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上周在北京第四屆世界和平論壇上指出，二戰
期間，日本軍隊侵佔南沙群島，二戰結束後，中國政府根據《開羅
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條約和宣言依法、公開地收復了南
沙群島。王外長從二戰的史實和國際法角度，無可置疑再次申明中
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地位。
事實上，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當時亦是依國際條約，將南海島礁交
還中國。美國作為中國的盟國，共同參與制定二戰後的國際秩序，
而日本作為戰敗國也是服從這一秩序，因而美國和日本對於中國擁
有南海島礁所持的法律地位是清晰的，他們企圖干擾中國在南海的
維權行動，是恥笑於國際社會的。
筆者認為，所謂二戰後的國際秩序應包含如下要點：
第一、中國和美國等同盟國是戰勝國，中國和美、俄、英、法五
大國創立聯合國，共同維護戰後國際秩序。
第二、日本作為戰敗國，嚴格執行二戰的相關國際條約等法律文
件，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日本任何違反這些法律
文件的言行，都是對二戰國際秩序的破壞，都是不允許的。
第三、中國維護南海島礁主權，是依據二戰相關的法律文件行

事，既是維護中國不容侵犯的主權的舉措，也是維護二戰後國際秩
序的行為和對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負責任的行為。
《開羅宣言》規定：日本歸還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太平洋區
域所佔的一切島嶼；日本自中國人所得到的所有領土，比如滿洲、
台灣及澎湖群島，應該歸還給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
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
其後，《波茨坦公告》重申《開羅宣言》中的諸內容應被履行，
並且日本的主權必須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國以及吾人
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
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舊金山和約》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
澎湖等島嶼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日本放棄對南沙群島與
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由中華民國政府和日本簽訂的《中日和約》，於1952年8月5日生
效，1972年9月29日日本因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而宣布廢
止，但是其條文亦清晰規定承認《舊金山和約》第二條：日本國業
已放棄對於台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
權利名義與要求。
以上的國際法律文件，白紙黑字，歷歷在目，日本是不能否定

的，美國也不能否定的。有趣的是，王毅外長還指出，「中國和美
國當時是盟友，中國軍隊當時是坐着美國的軍艦收復南沙群島的，
這一點美國朋友應該非常清楚。」目前，菲律賓佔領的我中業島，
是當時民國海軍中業號軍艦從日本手上接受，故更名為中業島。
王毅說，至少在上世紀60年代，國際社會包括南沙周圍國家都以

不同方式，如外交照會、公開出版的地圖，承認或默認中國對南沙
群島享有主權。然而此後由於中國國內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據說
在南海發現石油，一些國家開始非法侵佔、蠶食南海島礁。所以，
中國實際上是這一問題的最大的受害者。
筆者堅信，中國維護南海主權是得天理之事，菲律賓等國長期霸
佔我南海島礁是逆天理，順天而行必然戰勝逆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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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香港，妳好！明天是妳回歸祖國十
八周年的紀念日。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
港人，很高興能見證妳回到祖國母親懷
抱，亦很榮幸能同妳一起經歷風雨，共享
輝煌。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我想跟妳說幾
句心裡話。

不要讓國家失望
首先，希望妳不要讓國家失望。過去十八

年，妳伴隨着國家一同成長，其間雖然經歷
不少磨難，但憑藉妳百折不撓的精神，再加
上祖國母親給予妳的正能量，讓妳總能在國
際舞台上嶄露頭角。妳是閃耀奪目的「東方
之珠」，是世人公認的「購物天堂」。在妳
最困難的時候，祖國開放「自由行」，助妳
重新迸發活力；在妳最需要發展民主的時
候，祖國給予機會實現特首普選。可是妳並
不珍惜這些機會：嫌遊客太多，搞「反水客
遊行」；嫌政改方案不好，又是「佔中」又
是立法會「拉布」，結果呢？政改方案被否
決，2017普選夢碎；民生事務政治化，遊客
大減生意大跌。妳的任性和激進，讓國家擔

心，國人痛心。但願未來的妳，能夠理性地
處理和國家的關係。

不要讓世界失望
其次，希望妳不要讓世界失望。妳是同倫

敦、紐約齊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妳是全世
界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妳是世界走進
中國的一扇窗口。但很可惜，這些年妳並
沒有好好發展經濟或新興產業，反而過於
依賴金融及房地產。社會上熱衷政治運
動，導致留不住高端人才，經濟停滯不
前，競爭力被嚴重削弱。現在包括上海、
深圳，甚至是新加坡地區，都在跟妳搶奪
人才、資金，希望妳能心無旁騖地專心一
志搞經濟謀發展，追上落後的發展進度；
希望妳能教育年輕人，眼光放遠一點，對
內地了解更多一點，不要只顧及眼前的一
畝三分地，把自己封閉起來。

不要讓港人失望
最後，希望妳不要讓廣大市民失望。妳

是一塊福地，妳有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法

制，自由的環境。
妳不缺天時，不缺
地利，只是因為近
年來少了人和，令
社會矛盾加重，經
濟民生未如人意，
政 制 發 展 原 地 踏
步。希望妳能少些
政爭，多些團結；
少些故步自封，多
些開拓創新。希望妳能帶給我們多一點正
能量，多一點歡樂。
無論世界如何改變，我們愛妳的心永恆不

變。希望妳可以在中國這個大家庭裡，在世
界這個大舞台上，找準自己的定位，重新尋
回往日的輝煌。最後，衷心希望妳繁榮安
定，百姓安康，永葆光彩！

香港，請不要讓我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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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啟
明天是公眾假期，論壇版停刊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