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無「獨立政治」莫忘回歸初衷
王振民籲自覺捍衛「一國」務實維護「兩制」貫徹實施基本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香港回歸祖國，是永久的回歸，惟社會上仍有極

小撮人拒絕接受事實，更提出所謂「自決」甚至「港獨」。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

民昨日坦言，香港的高度自治權很大，超出了任何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所能包容的

極限，令部分人產生「幻覺」，以為香港可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發展一

套與中國不同的政治。他強調，香港的獨特性在於從來沒有「獨立政治」，希望

「一國兩制」事業能夠再啟蒙、再出發，港人要牢記初衷，自覺地去捍衛「一

國」、務實地去維護「兩制」，促使「一國兩制」進入良性循環，讓香港基本法得

到全面貫徹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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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及商務
印書館昨日舉辦「劉兆佳『一國兩

制』研究學術研討會」，邀請了王振
民，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法學
院教授饒戈平，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
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陳弘毅，全國政協
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郭萬達，及澳門
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莫世健演講。
王振民在會上指出，香港的獨特性在

於從來沒有「獨立政治」，回歸前的政
治完全跟隨英國，不允許香港有「獨立
政治」。回歸後，國家恢復對香港行使
主權，「香港很自然地要從跟隨英國轉
到跟隨中國（內地）。我覺得這是我們
今天面對的非常艱難的問題，就是願不
願意轉折、跟隨中國（內地）。」

批有人「幻覺」圖搞另一套
他解釋，英國和中國均為單一制國
家，「all politic is central」，即所有政
治都在中央，「不是聯邦式、美國式

的、加拿大式的。」不過，香港仍有一
小部分人，未能接受香港已永久回歸國
家，更產生一種「幻覺」，以為香港可
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發展一
套與國家不同的政治。

特區重大問題由中央處理
王振民強調，香港從來沒有「獨立政

治」，這是香港的政治特色。香港回歸
祖國後，所有重大問題都由中央政府處
理，香港的政治亦納入到國家的政治體
系裡，政治現實會告訴那一小部分人的
「幻覺」是不可能實現的。
他指出，「一國兩制」是先「一

國」、後「兩制」，香港的政治研究必
須要從國家的視角去看香港的問題，也
要研究國家的領導制度、國家安全體
制、國家的國際關係，這些對香港都是
息息相關，「你要知『一國』在發生什
麼，每一天北京在發生什麼事情，那麼
我們香港無論是政治、經濟、發展都是
有密切關係的，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假

裝不知道。如果香港follow（跟隨）不
了北京的發展，我們就會被國家摒棄，
我們就會失去很多機會。」

應積極參與國家民族復興
王振民強調，在國家民族復興發展
中，香港肩負起兩大責任，「一是把香港
治理好，確保『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能夠繼續是一個成功的故
事；另外一方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要積極地參與國家民族復興發展的
這個事業，不要做一個旁觀者，而是做
一個參與者、貢獻者，既是為了祖國，
也是為了全港700萬市民的福祉。」
他最後表示，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一國兩制」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基
礎情況下，希望「一國兩制」的事業能
夠再啟蒙、再出發，港人要牢記初衷，
自覺地去捍衛「一國」、務實地去維護
「兩制」，從而促使「一國兩制」進入
良性循環，讓香港基本法得到全面貫徹
地實施。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
王振民昨日在演講
中，強調了所有的國

家及地區，熱愛祖國都是基本的政治取
態，要維護國家安全及主權。
王振民引述劉兆佳的著作指：「港人

必須負起照顧國家利益、尊重中央的權

力，和內地社會體制的責任，對『港
獨』反感和抵制，尤其重要是避免香港
特區成為顛覆和滲透的基地。港人對穩
定和秩序的渴望仍然強烈，且日益明
顯。港人對『港獨』和『自決』分子的
反感、擔憂和反制，正好說明港人對極
端主義，其實有明確的紅線。」

他強調，熱愛祖國是基本的政治取
態，如外國在選舉時，無論左、中、
右，建制還是反對派，「誰也不敢說自
己不愛國，誰也不敢說不維護國家的安
全、國家的主權。」在美國選舉中，儘
管各方政見不同、意識形態多麼不同，
但都不敢在國家安全、主權問題有所退
卻。政治實踐及研究需有基本取態，就
是熱愛自己的祖國、家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香
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
法學院教授饒戈平昨日指出，在歷史
原因下，香港部分人缺乏國家認同，
阻礙國家觀念的形成。他認為，負責
研究「一國兩制」的學術界在研究
「一國兩制」時，不但要研究如何應
對實踐中的問題，更要就一些長遠的
關鍵和重大問題加強基礎、長期和前
瞻性研究。他期望，「一國兩制」的
研究可擴展到不同學科，期望可做到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為「一
國兩制」奠定更深厚、更充分的理論
基礎，共同捍衛「一國兩制」。
饒戈平昨日在研討會上表示，香港

經歷社會、歷史轉變期：從過去100
多年的英國殖民式管治，到回歸以後
由中央管治及高度自治結合的新政治
體制。政府在傳播、教化等方面，似
乎還有很大工作空間，如參考澳門的

做法：澳門非常重視基本法的傳播，
而這需要媒體、政府、學者三者結
合。
他指出，香港缺乏國家認同是有歷

史原因，從整體歷史角度而言，香港
開埠以前作為廣東省邊緣漁村，無法
像中原地區與國家命運密切聯繫，
「所謂山高皇帝遠，內地發生的變化
對香港是微波餘瀾、影響很小，所以
香港沒有國家觀念並不是淡化，而是
很早已經開始。」
同時，香港回歸後，特區在高度自

治下，在多個方面均有「國家特
徵」，令不少人出現了「幻覺」，
「加上政治因素影響下，使得香港（有
人）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實體』，甚
至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學術界須做到正本清源
饒戈平強調，「一國兩制」博大精

深，充滿創新性、挑戰性，需要有深
厚的理論支撐及引導，故倡導學術界
研究「一國兩制」要堅持向社會展示
全面準確、原汁原味、令人信服的理
論，確保理論和實踐不走樣、不變
形，做到正本清源、激濁揚清。
他續說，更重要的是學者要對「一

國兩制」的已有實踐進行深度總結、
梳理、提升，深入發掘、揭示它的法
理依據，為「一國兩制」奠定更深
厚、更充分的理論基礎。

加強基礎長期前瞻研究
饒戈平指出，從研究內容及方法來

看，要加強對策研究及基礎理論研究
的有機結合，「我們不僅僅要繼續針
對『一國兩制』在實踐中出現的具體
問題、各樣問題，進行扎實的對策
性、應用性研究，這樣可為實際工作
部門提供科學決策的方案；更重要的

是從長遠視角，針對一些基本問題、
重大問題、關鍵問題，加強基礎性、
長期性和前瞻性的學術研究，發掘、
形成一些厚重扎實的理論成果，為
『一國兩制』的頂層設計和戰略決
策，提供更扎實的理論依據，同時也
豐富完善『一國兩制』的理論基
礎。」
他認為，目前「一國兩制」的研究

只着重於法學領域，「這是非常自然
的現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一
國兩制』的實施要通過法律來保障，
但這是遠遠不夠的。」
他指出，「一國兩制」是一個多學

科研究的大課題，故應當鼓勵及支持
社會學、政治學、國際關係學、歷史
學及新聞學等學科加入研究，發揮各
自學科的優勢和應有作用，建立研究
體系，期望可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的現象，共同捍衛「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多
名來自北京、深圳、澳門、香港的學
者昨日聚首出席了研討會。他們認
為，香港在「一國兩制」實踐上顯然
仍存有一些困難、矛盾，包括反對勢
力的挑戰等等，又形容香港過去兩年

變成分裂的社
會，分裂的原因
是有人試圖突破
基本法的範圍，
並強調所有鼓吹
「港獨」、違反

香港基本法原則的訴求都是不允許
的。
各專家在研討會上從學術研究和政

治實踐的角度探討「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落實情況。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
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

務副院長郭萬達指出，香港回歸祖國
20年，「一國兩制」實踐上顯然仍存
有一些困難、矛盾，「反對勢力對
『一國兩制』的挑戰、港人身份認同
和民心回歸的問題、行政主導的挑
戰、香港國際地位的挑戰，所有的這
些問題都是『一國兩制』實踐中碰到
的一些困難、矛盾。」
澳門大學研究生院院長莫世健則

指，香港過去兩年變成分裂的社會，
分裂的原因是有人試圖突破基本法的
範圍。他認為，香港特有的政治體系

允許港人擁有的權利，遠遠高於內地
人擁有的，這是事實，但個人權利的
行使必須是要符合香港基本法，所有
鼓吹「港獨」、違反香港基本法原則
的訴求都是不允許的。
郭萬達、莫世健和香港大學法律學

系鄭陳蘭如基金教授（憲法）陳弘毅
等，還分別就劉兆佳在其著作中對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香港如
何發揮在國家戰略中的作用、香港過
去30多年的民主發展等課題作出評
論。

學者批有人挑戰基本法搞分裂

饒戈平：「一國兩制」研究應昇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全國政協委
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表示，中
央提出「一國兩制」，是從國家發展大局出發，
充分考慮到世界局勢的變化和香港情況而制定
的，絕不是短期措施和權宜之計，更不會隨便放
棄和作根本性改動。他批評，香港部分激進年輕
人倘繼續鼓吹「自決」、「公投」，只會挑起鬥
爭，最終收窄香港的高度自治程度和範圍。
劉兆佳在研討會上表示，在商討香港回歸祖國
的過程中，中央為穩定港人對香港未來的信心，
衷心聆聽了香港各界的聲音，及充分考慮了香港
各方的憂慮，「畢竟香港人，特別是投資者及精
英分子，對回歸後的香港失去信心的話，後果會
是非常嚴重，包括資金撤走、人才流失、香港失
去經濟活力、社會動盪。」

「一國兩制」不會根本改動
他續說，「一國兩制」雖是中央主動和單方面

提出的政策，但國家提出「一國兩制」是從國家
發展大局出發，充分考慮到世界局勢的變化和香
港情況而制定的，其中肯定了香港在國家長期發
展策略中的獨特貢獻，「因此，『一國兩制』不
是短期措施和權宜之計，不會因為在實現的過程
中遇到困難，就隨便放棄和作根本性改動。」
針對香港部分激進年輕人近年提出所謂「自
決」以至「港獨」，劉兆佳批評，年輕人不知道
「一國兩制」的歷史背景，妄想啟動所謂「第二
次香港前途談判」，甚至鼓吹「自決」、「公
投」，實現「完全自治」的權力，從而令香港成
為「獨立的政治實體」，甚至「獨立國家」，
「這種觀點與訴求不單是痴人說夢，倘真的付諸
行動，只會引來中央和內地同胞激烈反彈。最終
只會收窄香港高度自治程度和範圍。」

勿拿社會矛盾挑戰中央
他強調，香港過去在「一國兩制」實踐中出現

不少問題，並沒有即時處理好，讓其在社會內繼
續發酵、發生摩擦，但絕不能因此斷言「一國兩
制」的實踐是失敗的。香港應當實事求是，不斷
總結經驗，妥善處理問題，不能利用一些矛盾就
挑起鬥爭，挑戰中央權威的政治地位。

劉兆佳又指，香港的政治形態具有獨特性，因此不宜直接
照搬西方政治理論來理解及解釋，反而應從整體和宏觀的角
度分析香港的獨特政治形態，以更好認識回歸後香港面對的
各種政治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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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強調，希望「一國兩制」事業能夠再啟蒙、再出發，港人要牢記初衷，自覺地去捍衛「一
國」、務實地去維護「兩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劉兆佳指，「一國兩制」不會隨便放棄和作根本性改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莫世健■郭萬達 ■陳弘毅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及商務印書館昨日舉辦「劉兆佳『一國兩制』學術研討會」，邀請了王振民、饒戈平、陳弘毅、劉兆佳、郭萬達、莫世健等演
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