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歸談判細微處
中國主權獲彰顯

陳佐洱在接受專訪時特意帶來了中央政府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發行的第一套紀念郵
品，這套郵品中的6枚郵票上清晰地印着「中
國香港」的字樣，而他最先分享的故事也與這
套郵品有關。

英方曾堅持用原來字樣
陳佐洱回憶稱，為紀念中國對香港恢復行
使主權和中國香港特區的成立，中央政府決定
於1997年7月1日在香港發行一套紀念郵品。
「這是在香港特區成立當天要做的一件大事，
但在這之前特區政府還沒有成立，只有中央政
府代表特區未來的利益進行郵票設計、印刷和
發行等所有準備工作，同時也需要英方的合
作，所以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在1996年的7月
到8月間就此開三次會議達成共識。」
雙方當時達成共識，中央政府代替香港特區
政府發行的第一套紀念郵品由中方負責設計，
英方負責印製和提前在香港發行發售。但在中
英聯合聯絡小組磋商過程當中遇到一個嚴重的
爭議點。陳佐洱說：「當時我提出郵票票面的
中英文字樣應該採用『中國香
港』，而不是港英時期的
『香港HK』，我說一定要
加上『中國』兩個字，但
英方當時一度堅持要用
原來的字樣。」他回憶
稱，英方當時給出的理
由是要尊重港人的習慣，
選擇中性的表述等。

中方理據充足終達協議
對此，陳佐洱準備了充足的意見和理由，
「我當時說，要採取『中國香港』的字樣主要
基於兩點：第一，郵票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
區的名片，縱觀世界各國郵票發展歷史，任何
一枚郵票上面都明確地標注國名，以體現主
權。雖然目前香港發行的郵票票面上沒有英國
國名，但是每一張港英時期發行的郵票上都有
英女王的頭像和王冠，這也體現英國的管治，
可見港英時期的郵票也並不是中性的。所以香
港回歸以後標明『中國香港』是天經地義的。
另外，我還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
本法》指出，將來香港特區可以以中國香港的
名義同世界各國各地區以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
和發展關係，所以標出『中國香港』來，既能
夠體現中國的國家主權，又體現『一國兩制』
的國策特色。」
最終，在中英雙方就此事進行的第三輪談判

時，英方接受中方意見，簽下協議。「郵票是
國家的名片，必須要體現國家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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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人 談 20 年

「一轉眼20年，回歸歷程，歷歷在

目。」香港回歸20周年前夕，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全國港澳

研究會創始會長陳佐洱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專訪時感慨道。這位曾親歷香港

回歸談判、回歸後又長期從事港澳事

務的官員，向記者講述了香港回歸前

和回歸後的幾個小故事。談及回歸前

談判細節，他表示，郵票、徽章、徽

號看起來都是很小的東西，但必須彰

顯中國主權，不能不重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陳
佐
洱
：

回歸紀念郵票印上「中國香港」
1997年7月1日0時，在香港舉行的政

權交接盛典的會展中心各個歡慶場所，
以及在香港海關、邊界、街區執勤的紀
律部隊人員都迅速除下帶有殖民地色彩
的舊徽號徽章，莊嚴喜悅地換上標誌着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新徽號徽章。陳
佐洱講述的第二個回歸談判故事，就與
徽章徽號更新有關。
陳佐洱稱，徽號徽章雖然小，卻是中英

聯合聯絡小組當時磋商的一項重要內容，
雙方對此展開的談判從1996年下半年開
始，最終在當年年底達成共識，由英方負
責設計一套關於香港七個紀律部隊的徽章
徽號設計稿，中方負責把設計稿報回北
京，並徵求有關方面的專家意見進行審
議，審議重點即是否能夠莊重地體現主
權。「最終各個紀律部隊新的徽章徽號最
大的特點就是去掉原來標誌英國殖民統治
的英女王王冠，代之為中國香港特區的區
花紫荊花。」
陳佐洱說：「郵票、徽章徽號雖然很小，

在當年彰顯主權的問題上，我們都那麼的重
視。現在，一些『港獨』分子妄圖搞什麼
『獨立建國』，我們怎麼可能允許？」

1998年上半年香港新機場建設大
功告成，7月2日一夜之間從啟德機
場轉場到赤鱲角機場。「這在當時
的確是個奇跡，但當時主管的政務
司司長有點好大喜功，沒有做足充
分準備工作。一個星期後，機場的
貨運站、電腦系統、機械設備都發
生嚴重的故障，大量待出港的貨物
滯留，進港飛機也無法停靠卸貨，
位居世界第一的香港貨運陷入癱
瘓，每天損失高達18億港幣。」

香港首次開口求助
7月13日下午，時任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董建華向國務院港澳辦發函
求助。「這也是香港特區政府第一
次開口請求中央支援。」陳佐洱
說：「香港希望中央允許有需要飛
入或者飛出香港的貨運航班借用深
圳黃田機場（現寶安機場）。這可
是跨境借機場，涉及到民航、海
關、邊防、交通、質檢等一系列複
雜的問題。」
陳佐洱稱，港澳辦接到函件後隨
即上報。第二天上午正好國務院舉
行會議，馬上作出全力支持香港特
區解困的重要決定。當天下午 2
點，即在港澳辦會議室召開國務院
各有關部門會議，相關部門一把手
親自到場，並表態為救香港機場，
一切沒問題。不到4點鐘，已經形
成一套相當完整的支援方案。
陳佐洱回憶稱，自己當天下午4

時打電話給董建華，請特區政府次

日上午10時派代表團到深圳與中央
各部門負責人商談具體事項。打完
電話後他與來開會的各部門負責人
從港澳辦直奔首都機場。由於當天
最後一個飛深圳的航班已經飛走，
一行人當機立斷改飛廣州，再從廣
州機場乘車趕往深圳。「在廣深高
速公路上，我接到中南海總機電
話，錢其琛副總理辦公室給我來電
話說，幫助香港解決困難的方案國
務院已經批准，你一定要很好地完
成任務，要『特事特辦』。」

通宵訂出最終方案
當晚11點左右各個部門負責人在
深圳迎賓館會議室通宵開會，到翌
日凌晨5點，形成最終方案。待特
區政府代表團10點到達深圳開會
時，這份方案已經放置在他們面前
的桌上。「方案決定，到達黃田機
場運往香港的貨一律免檢簽關，40
分鐘就能夠從機場到達皇崗口岸。
香港來的貨也一律免檢，從落馬洲
進入皇崗口岸到機場也是40分鐘；
200 個機場武警換上裝卸工人服
裝，確保貨物萬無一失；各個貨運
航班機組人員能夠像在香港降落一
樣，從深圳到香港來去自由；飛機
維修人員連同他們帶的零部件也一
律能夠在深圳免檢；而且民航的收
費要比國際標準低很多。」
陳佐洱指出，中央政府及時雨般

的援助，大大提升外界對香港和香
港新機場的信心。

總結「一國兩制」在港實施20
年，陳佐洱指出，「一國兩制」
是用和平的方式解決香港回歸祖
國的最佳辦法，也是回歸後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最好的制度安
排，是國家治理史無前例的創
舉，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
陳佐洱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張德江5月27日在紀念香港
基本法實施2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
要講話，從國家的層面、香港的
層面、國際的層面列舉了大量事
實，證明全面準確地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取
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他又援引
張德江講話中一組數據稱，世界

銀行數據顯示香港在政治穩定、
政府效能、規管品質、社會法
治、貪腐控制、公民表達及問責
等方面的指標都遠遠高於回歸
前。「這些成功是整個中國，香
港的成功，是屬於每一個香港市
民的成功。」
陳佐洱認為，20年的回歸歷程很

不容易，但也是一步一步走向勝利
的過程，從一個勝利走向一個新的
勝利。「在『一國』的前提下，
『兩制』長期並存，相互促進共同
發展，能夠更有利於國家的主體社
會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處於初級
階段的幾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
裡，都將這樣。」

「一國兩制」成功獲舉世公認

「感謝媒體
還記得我這位
已經退休的老
人家。」這是
陳佐洱見到香
港文匯報記者
說出的第一句
話。
「我從事港澳工作已經三十

年。」從1987年任中國新聞社港
澳台部主任至今，陳佐洱沒有停止
過對香港的關注。1994年從國務
院港澳辦派來香港，出任中英聯合
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負責香港政權
交接事宜的談判。在這期間，陳佐
洱等中方代表與英方就回歸事宜展
開一輪又一輪艱難的談判，「五天
五夜談成解放軍509名先頭部隊武
裝人員提前進駐香港」等談判故事
至今為人稱讚。1998年之後，陳
佐洱在國務院港澳辦先後擔任副主
任、常務副主任職務，主抓香港事
務。2013年，他參與創立全國港
澳研究會，成為中國最權威的「一
國兩制」研究智庫，為「一國兩

制」研究提供重要理論支撐和實踐
指導。

對香港未來三十年極具信心
「1997年7月1日，我作為中

國中央政府代表團的成員榮幸地
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我還記
得，6月30日下午起，香港下起
瓢潑大雨，是我在香港工作四年
都沒遇到的大雨。我入住香港會
展中心旁邊的新世界海景酒店
29層。居高臨下透過落地玻璃
幕牆俯瞰維多利亞港，惟餘莽
莽，雨水好像一盆一盆潑洩下
來，整個玻璃窗好像貼上一層水
簾子。」回憶起 20 年前的場
景，陳佐洱依然動容：「我想，
這也許就是蒼天在洗滌中國近代
史第一個國恥的淚水吧，香港就
是用這種方式走進今後永遠屬於
她的祖國的歷史。」
談及香港未來三十年，陳佐洱

肯定地說：「非常有信心。」三
十年後正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
制」會不會變？他引用《鄧小平
文選》中的一句話作出回應：
「香港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
要。」

處理港事三十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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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洱接受專
訪。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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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談判故事

陳佐洱講述
的 第 二 個 回
歸 後 的 故 事
發 生 在 SARS
（ 沙 士 ） 疫
情 爆 發 期
間。「2003年
SARS 疫 情 爆
發，香港及內
地廣東、北京
等省市成為重
災區。中央政
府關心香港，
問香港有什麼

困難，特區政府說缺醫少藥，提供一個單子給中央。中央和
國務院當時的主要領導馬上作批示，要保質保量，一星期之
內無償支持香港。」 當時由國務院港澳辦牽頭，國家發改
委、衛生部、藥監局等多部門參與此事。
「香港需要N95口罩，我們動用外匯去日本等好多地方購
買。香港需要防護眼罩，當時全世界只有德國一家工廠生產，
一個月才能生產一萬個，香港要一萬個，實在很難滿足。我們
與特區政府商量減到5,000個，也是用外匯全球採購。」
陳佐洱回憶當時的情況稱，香港還需要防護服，但內地與香
港防護服式樣不同，需要樣品，最終通過港龍航班機組將樣品
帶到北京。國家發改委馬上組織三家工廠日夜開工，在最後幾
日保質保量完成。「特區政府提供單子後的第八天，在深圳皇
崗口岸附近，中央將滿滿三卡車支援物資移交給特區政府。」
「中央像父親關愛孩子一樣，希望剛剛回家的孩子健康成
長，有時候孩子耍點小脾氣也都容忍，但是你不能撒野，不
能六親不認，若要自立門戶去當所謂的『國際人』，要『獨
立建國』，那可不行。」陳佐洱說到此處，連續用好幾個
「那肯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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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後故事

■■當年新機場運作初期貨運曾癱瘓當年新機場運作初期貨運曾癱瘓，，中中
央作出了央作出了「「及時雨及時雨」」援助援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第一套香港回
歸紀念郵品郵票票
面上清晰地印着
「中國香港」。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香港回歸前（圖左）和回歸後
的警徽。 資料圖片

■■陳佐洱展示陳佐洱展示19971997年年77月月11
日香港回歸紀念郵品日香港回歸紀念郵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攝

■當年SARS疫情爆發期間，中央曾對
香港提供口罩、防護衣及防護眼罩等物
資援助。 資料圖片

「回歸後，香港成功抵禦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疫情、國際金融危機等一

系列衝擊，仍被認為是全球最自由開放、最具有競爭力的經濟體和最具發

展活力的地區之一。這首先得益於香港社會各界700萬市民的共同努力，

也與中央政府和內地省市區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香港回歸後，陳佐

洱由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轉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他向記者披露

了兩件中央不遺餘力、「特事特辦」援助香港的故事。

港新機場貨運癱瘓
中央速施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