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須三堅持
劉春華「回歸20周年法政論壇」致辭：「港獨」逾越底線不能容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20

年，在實踐過程中不免遇到新的問

題，包括有少數激進反對派近年鼓

吹「港獨」思潮，妄圖將香港從國

家分離出去。香港中聯辦法律部副

部長劉春華昨日強調，「一國兩

制」要繼續成功實踐，有3項條件

必須要堅持：一要始終堅持確保

「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的政治底線；二要始終堅持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保障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三要

始終堅持維護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的法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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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昨日舉行「香港回歸20
周年法政論壇」，邀請全國人大常委、全國

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鳴起，國務院港澳
辦法律司副司長奚俊堅，深圳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暨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平學，立法會司法
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香港基本法研究
中心主任胡漢清，「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等
多名內地與香港法政界代表出席分享，全面回顧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20年。

「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劉春華在論壇上致辭時指出，他對「一國兩

制」的實踐有三點體會。一、需要始終堅持「一
國兩制」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的政治底線。鄧
小平先生說過，「一國兩制」的核心問題是祖國
統一，「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的前提是「一
個國家」，「沒有『一國』，一切無從談起。」

他批評，香港近年有少數人鼓吹「港獨」思
潮，妄圖將香港從偉大祖國分離出去，明顯逾越
了「一國兩制」的底線，絕不能容忍，並強調
「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在香港的任何實踐，
都不能以損害國家利益為代價，「我們絕不能容
許任何人背離一個國家的政治及法律底線。」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二、始終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宗旨。劉春華
指出，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國家主權存在於各個
行政區劃，香港基本法的根本宗旨是要兼顧國家
整體和香港局部利益。
因此，香港社會在落實香港基本法的過程中，

要樹立大局觀，不僅要從特區的角度出發，維護
香港利益，更要站在國家的高度，自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他強調，在「一國兩制」下，特區享有的高度
自治權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通過香港基本法授予
的，「對於設立特區的高度自治權，中央有權依
法予以監督，如果存在違反基本法、損害國家利
益的情況，中央有權予以糾正。」

維護憲法基本法法治精神
三、始終堅持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的法治精神。
劉春華表示，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市民
安居樂業，社會繁榮穩定的基石，國家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堅守法治精神的
關鍵，就是要堅定維護以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為基
礎的憲制自信，嚴格按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辦
事，凡事均不能超過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任
何違反憲法和基本法，損害香港法治的行為，都
應該受到法律的追究，也要受到廣大市民的嚴厲
譴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
席、中國法學會理事馬恩國昨
日在論壇的開幕式上，讀出了
特首梁振英的書面獻辭。梁振
英表示，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
下，香港有「一國」的優勢，
也有「兩制」的優勢，這雙重
優勢為香港自身，也為國家的
發展帶來動力。
梁振英指出，香港一方面必

須透過加強香港和內地的協

作，共同深化和擴展機遇；另
一方面透過擴展國際網絡，為
國家和香港在國際舞台上，締
造最大的發展空間。
梁振英又指，「一國兩制」

是一個史無前例、具前瞻性的
設計和構想，國家和香港都需
要具備同時熟悉這兩套法律制
度的專家人才，香港必須以遠
大的目光進一步了解國情和國
家發展大局，同時推動相關方
面的科學研究工作。

梁振英書面獻辭：
雙重優勢利兩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
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鳴起
昨日指，受到本土和自身發展
的制約，及外來因素的影響，
香港基本法實踐過程中遇到了
問題是可以理解的。而解決問
題「最靠譜」的方法，是全面
理解和實施香港基本法。而維
護法治是香港未來繁榮穩定的
前提，香港法律界應有充分認
知，在大是大非的法律問題上
更應態度鮮明，堅持「一國兩
制」的方針。
張鳴起在論壇上指，從歷史

發展看，「一國兩制」作為一
項制度，在實施中遇到問題是
常有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
原因多種多樣，有歷史積累、
經濟發展的問題，本土和自身
發展的局限和條件制約，還有
外來因素的干擾。

繁榮穩定須準確實施基本法
他續說，要解決這些問題，

最重要是
準確理解
和全面貫
徹實施香
港 基 本
法。在大
是大非的
重大原則
問題上，
包括香港
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法
學人應立場堅定，態度鮮明，
不應該動搖。
他續說，維護法治是香港未來
繁榮穩定的前提，是重要基礎，
要做到準確實施基本法，香港法
律界和內地法律界責任重大。
張鳴起指，國家正在推動

「一帶一路」戰略，中央高度
重視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
作用，香港經過回歸20年的發
展，正處於非常關鍵的時期，
條件和機遇並存，希望香港法
律界繼續堅持「一國兩制」的
方針，準確推動香港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國務院港澳辦法律司副司
長奚俊堅昨日在論壇上表示，
「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
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
排，故必須堅持好「一國」與
「兩制」的有機結合。
奚俊堅在致辭時指出，「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前無
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在前進道
路上難免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
難和挑戰，特別是近年來，香
港長期積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
逐步顯露，新情況、新問題不
斷湧現。
他舉例說，面對「港獨」思

潮和激進勢力的冒起，香港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缺位，
如何切實維護好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如何面對立法
會拉布，給政府施政帶來的干
擾；如何理順特區政治體制中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的運作

關係，真
正確立起
基本法所
規定的行
政主導體
制；還有
如何創新
思路，凝
聚共識，
逐步解決
特區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深層
次問題等。

為實現「中國夢」增輝添彩
奚俊堅最後強調，「一國兩

制」作為「中國夢」的重要組
成部分，催人奮進，相信在特
首和特區政府的帶領下，香港
社會各界能夠團結包容、戮力
同心，抓住機遇，銳意進取，
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和
香港基本法，推動香港經濟社
會發展不斷取得新成績、新增
長，為「中國夢」增輝添彩。

張鳴起：港法律界應態度鮮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主黨主席胡
志偉日前拋出「特赦論」，稱候任特首林鄭月娥
應特赦參與違法「佔領」行動的被捕者，促成社
會「大和解」。香港法律界昨日指出，「大和
解」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案，但絕不能犧牲法
治，違法者不能輕易被赦免罪行，特區政府更絕
不能與否定國家的激進「本土派」妥協。

顧敏康：反對派是社會撕裂主因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顧敏康昨日在論壇
上分析社會撕裂的原因時指出，反對派是社會撕

裂主要原因，包括凡政府施政都將議題高度政治
化，「誰在立法會拉布，毫無原則、毫無立場、
無休止地拉布？破壞國民教育，誰在做這件『好
事』？」
他續說，反對派濫用司法覆核制度，將之當作
「社會運動」的手段。只要是中央政府對港政
策，他們純粹基於「想像」而作出指責和反對，
呼籲社會看清楚是誰撕裂香港社會。
顧敏康認為，社會各界現在均談論「大和

解」，但過程絕不能犧牲法治，違法者不能輕易
被赦免罪行，「香港有民主及自由，但必定要在

法治內行使，否則香港還能維持社會穩定嗎？」

馬恩國：勿與反「8．31」者妥協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也指，「大和

解」是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案，但一定要在法治下
進行。「大和解」是地方層面的政策，必須受法
律的規範。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目的
在於排除違反基本法的所謂「公民提名」，以確
定提名委員會角色，特區政府不能與主張推翻
「8．31」決定、搞「港獨」、鼓吹否定國家的激
進「本土派」妥協。

法律界：「大和解」不能犧牲法治

奚俊堅：港繁榮穩定最佳方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社會近年受分
離主義衝擊，影響「一國兩制」的成功落實，社會有
聲音希望特區政府盡早為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
法。深圳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暨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
任鄒平學昨日指，香港有憲制責任為二十三條立法，
「沒有價錢可講」，更不應因被攻擊而拖延立法。他
建議，香港可分批立法，避免引起爭議，笑言「零售
而不是批發」會較易為港人接受。
論壇昨日討論國家安全與香港基本法的問題，鄒平

學表示，二十三條立法議題已被妖魔化，並批評不想
立法者是擔心受到二十三條制裁。他強調，香港有憲
制責任為二十三條立法，而憲制責任是「沒有價錢可
講」的，不應因被人攻擊而拖延立法。
他認為，社會撕裂或矛盾亦與二十三條未立法有

關：在未有二十三條的情況下，特區政府未能妥善應
對危害國家安全的隱患，更破壞中央與香港關係，及
影響「一國兩制」落實。他建議，香港可分批立法，
避免一次過為二十三條立法而引起爭議，相信「零售
而不是批發」較易為港人接受。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慨

嘆，「叛國」的定義一點也不複雜，全球各地均已就
此立法，惟獨「香港例外」。回歸20年來，二十三
條立法「十畫未有一撇」，以致對付「港獨」分子時
無法可依，是「自己搵自己笨搵足20年」。

胡漢清籲珍惜自行立法
他直言，「現在已有人在立法會內，以宣誓的形

式，用粗口侮辱國家，若未來情況進一步惡化，例如
旺暴進一步升級，你可以怎辦？」
在「一國兩制」下，由香港自行為二十三條立法的

發揮空間很大，可以自行決定立法細節，胡漢清認為
港人應珍惜中央的包容，否則無異於放棄自己的權
利，「再唔落袋就搵自己笨。」
「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則稱，香港倘要為二十

三條立法，必須確保港人獲香港基本法保障的權利不
受影響，香港的核心價值和自由也要繼續受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香港回歸祖
國20個年頭，管治面對了不少風風雨雨，香
港該何去何從？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批評，部
分港人甚至是從政者只懂得明哲保身，「好
鍾意做花生友」，反而阻礙了香港向前發
展，集非成是，期望港人要勇於發聲、表達
意見。
論壇昨日下午討論到香港行政管治的過去
與未來。何君堯形容，香港目前猶如是「風
暴內的茶杯」，任何水滴下來都足以引起巨
大漣漪，寄望候任特首林鄭月娥要以「有容
乃大」的態度去管治，惟面對犯法之事及人
就一定要公正處理。
「23萬監察」召集人王國興指出，立法會

拉布影響民生及經濟發展，「林鄭想煉石補
青天」，就要盡力說服立法會議員修改議事
規則，否則無路可退。

王國興周融為林鄭獻策
「幫港出聲」召集人周融則指，民主黨主

席胡志偉此前提出的「特赦論」，連自己人
都狠批，反映反對派猶如一盤散沙，政黨管
治陷入困境，新一屆特區政府將要面對
「進、退、守」三方面的平衡。
他認為，林鄭月娥要「口軟手硬」，在涉

及國家安全的「港獨」問題上絕不能退讓，
否則會「放虎歸山」，在管治及民生方面則
要加大力度，絕不能「手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香港如何把
握機會，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及大灣區
發展作出貢獻呢？香港東盟經濟合作基金會
會長林家禮昨日指，香港在大數據及網絡發
展有一定基礎，可以將香港定位為國際級的
大數據中心，以數字及數據思維立足於國
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則
指，香港應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下發展科
技，與深圳結合發展大灣區。
林家禮在昨日下午的論壇上表示，內地目
前是互聯網經濟的火車頭，香港「在這火車
頭的旁邊」，有穩定電力、安全信息中心及
完善法治，能吸引內地及外國機構在港設立
數據庫，加上位於亞太區的「風眼中心」，
而世界看重東南亞區的軟實力，有天時、地
利、人和甚至有東風。在「一帶一路」下，
香港有很多機遇，「要抓緊唔好嘥咗。」

雷鼎鳴坦言，港人其實知道如何解決目前
困局，只是有意識形態的考慮而作出錯誤決
定，有如「狗咬着自己尾巴團團轉」，期望
港人要拋開成見，與內地一起發展。

施永青籲改變郊野地看法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認為，發展經濟先要

解決土地問題。回歸以來香港用於市區住宅
用地約為全港土地4%，部分土地有待開發，
「郊野公園邊界唔係神聖不可侵犯。」
他認為社會要改變看法及當局做好規劃，相

信增加房屋供應及發展周邊經濟，可紓解民怨。
珠海學院商學院院長何濼生則稱，香港目

前面對兩大樽頸，包括勞工短缺及土地短
缺，更出現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危機」，令
當局施政寸步難行，「若不解決，香港日後
好難發展下去。」

何君堯籲港人勇發聲表意見

林家禮雷鼎鳴倡拓數據科技

鄒平學倡廿三條分批立法

■張鳴起在論壇上
發言。 劉國權 攝

■奚俊堅在論壇上
發言。 劉國權 攝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昨舉行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昨舉行「「香港香港
回歸回歸2020周年法政論壇周年法政論壇」。」。 劉國權劉國權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