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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明總結「一國兩制」成就的五點啟示
盧文端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如何評價和看待香港回歸 20 年來所取得的成就與出現的種種矛盾及挑戰，是香港社會和外界都非
常關注的問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接受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媒體訪問時，對此提供了五方面的權
威信息和重要啟示：第一，香港回歸以來確實存在不少矛盾和問題，但只是支流，「一國兩制」在
港實踐取得巨大成功才是主流，應理直氣壯肯定成就；第二，「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現的種種
問題都能得到妥善解決，顯示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駕馭香港各種複雜局勢的魄力，顯示出「一
國兩制」的強大生命力；第三，無論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和爭論，都不能抹殺香港社會各界包括特區
政府的巨大努力和重要貢獻；第四，如果不是泛政治化這類干擾，香港本來可以發展得更快、更
好；第五，抓住國家發展戰略機遇，香港的未來充滿希望。
「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
沒有先例可循，沒有現存的經驗借鑒。
「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本來就是一個
探索的過程，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
題、新挑戰，出現一些矛盾和衝突甚至
經歷一點曲折，在所難免。我們既要正
視問題和矛盾，更要看到「一國兩制」
實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六方面論述「一國兩制」成功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 4 月會見候任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時指出：「20 年來，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巨大成
功。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
度有效運行，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國際
社會給予高度評價。」這是中央對「一

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情況作出的高度
評價。張曉明具體從六個方面論述了
「一國兩制」在港實踐取得的巨大成
功：一是香港順利納入國家的治理體系
之中；二是香港持續繁榮穩定；三是香
港同胞真正實現了當家作主；四是香港
的制度特色和意識形態延續不變；五是
與祖國內地在各領域交流合作日益密
切，互利共贏的趨勢更加明顯；六是國
際性大都市的魅力不減當年，對外交往
更加活躍。
相對於這些重大成就，香港回歸以來
出現的種種問題只是支流，切不可因為
支流問題而不敢承認甚至否定「一國兩
制」在港實踐取得的巨大成功。
事實上，「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出

現各種問題是必然的，關鍵在於能否妥
善應對解決。
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中央是掌
舵人。張曉明特別強調，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針對香港形勢發
展變化的新情況，審時度勢，從戰略和
全局高度指導「一國兩制」實踐，穩妥
應對香港出現的各種複雜局勢，領導對
港工作取得許多新突破、新進展、新成
就。這是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面對
種種難關卻能處之泰然、平穩推進的最
重要保證。
香港回歸以來出現很多的問題和挑
戰，最終都能得到妥善解決，這本身已
經恰恰顯示出「一國兩制」所具有的強
大生命力。

若非泛政治化干擾
香港可發展更快更好
必須看到的是，香港的「一國兩制」
實踐取得巨大成功，與香港社會各界包
括特區政府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開
的。正如張曉明所說，儘管這些年香港
經歷了許多的風險和挑戰，但是在中央
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堅定支持下，特區政
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總是能迎難而
上。因此，無論香港面對什麼樣的困
難，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存在什麼樣的
爭論，都不能抹殺回歸 20 年來，香港
社會各界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必須指出的是，回歸 20 年的香港本
來可以發展得更快更好，但卻受到了泛
政治化的干擾。對此，張曉明直言不諱
地指出，泛政治化的傾向，不僅反映在
行政立法關係方面，也表現在街頭運動
上，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是導致了基本法
第 23 條立法這樣的維護國家安全的重
大立法一再拖延，也使得特區政府很難
把主要精力投放在解決經濟民生問題
上，拖累了香港的發展。如何排除泛政
治化的干擾，是香港今後需要解決的突
出問題。
對於近幾年香港極少數人打出「港
獨」旗號，公然宣揚「港獨」主張，張

「DQ基金」助「佔犯」
涉違例挪用捐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名反對派議員在去年就職宣誓時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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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改動誓詞，被律政司入稟司法覆核。議員月薪約 10 萬元，面臨 DQ
「失業」，有關人等試圖將「成本」轉嫁到市民身上，由「佔中三丑」
中的陳健民及朱耀明等成立所謂「守護公義基金」，籌錢打官司。不
過，「佔中三丑」近期竟鬼祟將籌得的款項「過戶」，稱基金將同時用
於協助「佔中」被檢控者。多名法律界人士及議員批評，基金主事者因
「佔中」而被當局檢控後，即隨意轉變基金用途，涉利益衝突，更有欺
騙、愚弄公眾之嫌，明顯違反法例，更毫無「公義」可言。

所約謂「守護公義基金」據稱已籌得
450 萬元，惟基金近日稱會改

組，改為支援因參與「佔中」活動而
被檢控者。身為基金另一發起人、近
期因「佔中」而被當局檢控的陳健
民，更稱基金或會改為協助支援因
「佔中」而被檢控者，自己會與朱耀
明退出基金，以避免利益衝突。

梁美芬：改用途有諮詢？
本身為大律師的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梁美芬，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市民在向該個所謂「守護公
義基金」捐款時，目的是用作支援 4 名

面臨DQ的議員的律師費，現在該基金
突然改變用途，「主辦單位有沒有諮
詢所有捐款者的意見？捐款人是否同
意？」

黃國恩：明顯有利益衝突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指出，一般而言，每個基金的
成立均有其目標或目的，基金的使用
皆要符合基金的目的，以免被濫用，
更不容利益衝突的發生，故基金必須
有嚴格的監管，管理要公開透明才能
做到公平、公正，不被濫用。有關基
金作為有限公司，有責任依法向公眾

交代其詳細捐款來源及賬目，確保來
自合法渠道，以釋公眾疑惑。
他質疑，基金成立時向公眾表明用
作協助 4 名議員的覆核案籌募經費，又
稱如有剩餘資金，將為其他基於政治
原因面對「無理訴訟」者提供協助，
但現在變為支援因「佔中」而被檢控
者，但發起人又是「佔中」被檢控
者，明顯存在利益衝突。
黃國恩強調，基金有責任公開其審
批守則和標準，及由誰來監察審批過
程，防止有人濫用基金，同時有責任
向公眾交代是誰決定改為支援被檢控
「佔中」者。

讓路財會紓壓 反對派又留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
立法會會期即將結束，惟由於反對派
議員在財務委員會拉布，令等候撥款
的項目「大塞車」。建制派議員昨日
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會面後，同意立
法會大會於周四下午 1 時結束，並讓路
給財委會加開會議。不過，部分反對
派議員聲稱接受有關安排，惟「必須
以完成所有議程為優先考慮原則」。
梁君彥早前建議在周四中午前結束
立法會大會，騰出餘下的時間予財委
會舉行會議，惟消息傳出後，反對派
即群起攻擊，更聯署稱此舉「是在削

弱立法會的議事職能」云云。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工聯會議員黃
國健、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及自由黨議
員張宇人等 8 名建制派議員代表昨日與
梁君彥會面，大家都認同有關安排，
指周三開始的大會議程不太緊密，且
沒有爭議性法例需要審議，倘沒有議
員刻意拉布，預計會議於周四下午 1 時
就可結束，屆時應將餘下的時間讓予
財委會加開會議，以處理積壓多時的
撥款申請。

李慧琼：濫拉布須負責

李慧琼指出，主席作出善用議會時
間的安排並非首次，而市民都看得很
清楚，倘有議員無視各項撥款申請
「大塞車」，繼續濫用議會程序拉
布，就須要為此負責。
6 名反對派議員，包括民主黨主席胡
志偉、公民黨黨魁楊岳橋、「人民力
量」議員陳志全等同日與梁君彥會
面。胡志偉會後稱，他們在評估後認
為，即使會議於周四中午結束，該黨
議員尹兆堅及鄺俊宇提出的無約束力
議案都會有充分的時間討論，而主席
已承諾倘鄺俊宇提出的維護動物權益

葛珮帆：
「佔賬」從未交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反
對派議員及其同道中人在成立所謂守
護公義基金」時，聲稱籌得款項是用
於支援 4 名被政府司法覆核資格的議
員，但現在突然改為協助因「佔中」
而被檢控者。事實上，有關人等所籌
得的款項經常以各種不同的理由去改
變用途，就以非法「佔中」為例，有
關人等到現在仍未公開過賬目，公眾
無從得知捐款去向，「口講公平、公
開、公正的『泛民』，幾時先會向公
眾交代多年來所籌款項嘅賬目呢？」

議案未能於周四下午 1 時前完成審議，
會酌情加時或者留待下周的大會處
理，故他們「不同意」但「接受」有
關安排。
不過，民主黨立法會黨團其後發聲
明，重申主席在制訂有關安排時，必
須以完成所有議程為優先考慮原則。

陳志全羅冠聰揚言死拖
一手策劃拉布的陳志全及「香港眾
志」議員羅冠聰則聲稱，他們在周四
會議上會「積極發言」。羅冠聰稱，
議員在立法會大會辯論要獲得充分保
障，即使主席有權決定會議結束時
間，但會令議員造成「無形心理壓
力」，是「此風不可長」云云。

「台港連線」
「兩獨」
勾結不容抵賴
杜礎圻
近日台灣主張
「台獨」的民進
黨及「時代力
量」成立所謂「台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
線」，並邀請3名香港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朱
凱廸及陳志全，另外還有黃之鋒出席。消息一
出，很多人批評這是「港獨」勾結「台獨」。






當然，一眾「泛民」則說這只是交流，並不是
勾結。那究竟是「勾結」還是「交流」呢？這
要看看「台港連線」的性質。
「台港連線」全名是「台灣國會關注香港
民主連線」。首先，台灣「立法院」內不只
民進黨及「時代力量」這兩個政黨，然而
「台港連線」只由兩個主張「台獨」的政黨

成立，可見「台港連線」的「台獨」本質；
第二，「台港連線」的全名中有「國會」二
字，並由18名台灣「立委」組成，顯示「台
港連線」某個程度上代表台灣的「立法機
關」，單從這兩方面，就可以看出這與之前香
港政黨與台灣政黨的交流是不一樣的；第三，
「台港連線」開宗明義要「關注香港的民主發

曉明義正詞嚴地再次
重申了中央的原則立
場：這些行徑嚴重衝
擊了「一國兩制」的
原則底線，嚴重違反
香港基本法和香港本
地有關法律，嚴重危
害國家安全，對於「港獨」的態度必須
是零容忍。

抓住三大戰略機遇
香港明天更好
香港的發展雖然面對不少深層次的
矛盾和問題，但機遇遠遠多過困難。張
曉明特別指出了香港面臨的三大戰略機
遇：一是「一帶一路」建設；二是人民
幣國際化；三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規
劃和建設。這三大機遇對香港來說都是
重大利好，蘊藏着巨大的商機。在中國
經濟強勁發展的快車上，國家已為香港
預留了座位，關鍵就看香港能不能有效
對接。
值得欣慰的是，經過這些年的風風雨
雨，香港社會各界期待和諧發展，開創美
好未來。相信香港社會各界能夠在新一
屆的特區政府帶領下，善用香港所長，
服務國家之需，在參與和助力國家發展
戰略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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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迫爆選票
政府研電子網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近年越來越多人熱衷往政
界發展，去年立法會選舉新界東直選就有多達 22 張名單
角逐，候選人資料幾乎迫爆選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昨日
就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上指，目前的選票設計最多只
可容納 24 名候選人資料，並提出刪減選票上候選人照
片、所屬團體的名稱及標誌，只保留候選人的姓名及編號
的建議。不過，多名立法會議員不贊同有關安排，並指出
同名同姓的候選人會令選民混淆的問題，反建議當局應着
手研究電子投票。當局回應指，政府正在初步研究。
隨着直選議席及候選人數增加，選票面積變大，影響投
票和點票運作，故當局提出上述改善方案。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秘書長羅淑佩昨日在委員會上表示，當局對如何修
改選票持開放態度，歡迎議員提出不同意見，包括在票站
或投票間張貼候選人詳細資料的安排等，又強調並非成本
問題，而是考慮到投票及點票的運作。

刪資料恐撞名撞樣投錯人
不過，不同黨派議員都不贊同刪減選票資料，認為選民
單看文字資料未必能分辨候選人。民建聯議員劉國勳就
指，去年立法會選舉中，工聯會和民協都分別有候選人叫
作何啟明，不少選民均依賴候選人的照片及黨徽作辨認。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亦指，就連傳媒也曾混淆兩人，希望當
局不要將相片或黨徽刪除，以免選民混淆。
除了撞名，也有議員擔心候選人撞樣。民建聯議員蔣麗
芸就認為，其黨友劉國勳和民主黨的尹兆堅都「肥肥哋、
圓碌碌」。另外也有候選人將選舉相片「P 圖」、妝髮造
型相近，令部分市民難以辨認不同候選人，需要看黨徽投
票，故不認同刪去團體名稱或標誌。
有議員則建議當局從科技入手，研究電子投票，以克服
操作問題。羅淑佩則回應指，政府正就此作初步研究。

葛珮帆批失腦報告「百無」
昨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亦討論了選舉事務處遺失兩部手
提電腦，令全港選民私隱有外洩風險的問題，多名議員批
評報告未有解釋多個疑團。民建聯葛珮帆表示，不明白選
舉處為何要在特首選舉當日帶備全港選民資料，及不知道
誰擁有放置電腦的房間的鎖匙，形容當局早前公佈的調查
報告是「百無」。
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務主任黃思文回應說，處方已經掌
握房間匙卡持有人的名單，但房間有另一道門通向場地的
茶水間，政府無法得知有多少場管的職員管有該門鎖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日亦在會上再次就事件
向市民致歉，並表示會痛定思痛，汲取今次教訓，已責成
選舉事務處落實報告提出的建議。就有議員詢問當局會否
處分涉事人員，譚志源表示，已經將報告交予公務員事務
局，如果有需要會對相關人員啟動紀律程序。

展」，很明顯已經不是「交流」這麼簡單，交
流是大家分享經驗，台灣代表說台灣的情況，
香港代表說香港的情況，但如今是台灣「關
注」香港的情況，事實上，「關注」與「干
預」只有一線之差，而出席「台港連線」成立
典禮的羅冠聰、朱凱廸等人，被視為支持「台
獨」也是合情合理的，既然你能出席人家的成
立典禮，當然算是支持的表現。
一個有「台獨」及官方的背景、宗旨要
「關注」香港的平台，羅冠聰、朱凱廸等人
遠赴台灣出席以示支持，更可視為支持「台
獨」勢力「關注香港」。很明顯，這已經不

是普通的政策交流，而是勾結了。從報道所
見，羅冠聰更稱「台灣是盟友」，那是不是
勾結，就再清楚不過了。
雖然，目前「台港連線」還沒有什麼實質
行動，但是這種平台的設立而「泛民」又去
支持，已經可以被視作「港獨」、「台獨」
互相勾結，必須當頭棒喝去遏止。
民進黨主政後，兩岸關係轉差，「台港連
線」與其說想「關注香港民主發展」，不如
說想藉此令大陸難堪。羅冠聰等人赴台灣支
持「台港連線」，給人家利用，實在愚不可
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