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曉明透析新情況新問題 顯示制度自信

回歸20年來，香港經歷了不少風風
雨雨甚至曲折，基本法23條立法夭
折、非法「佔中」活動、根據人大決
定制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被否決、
「旺角暴亂」事件、「港獨」議員宣
誓風波等嚴重事件，引起海內外的關
注。

保持定力 釋除疑慮 堅定信心
這些嚴重事件不僅拖累香港的經濟民

生，衝擊社會和諧穩定和法治秩序，更
直接觸碰「一國兩制」底線，引起中央
的高度重視，也使一些港人產生了兩方
面的疑慮：
一是有人因為回歸以來出現了一些

「亂象」而不願意或者不敢承認甚至否
定「一國兩制」在港實踐取得的巨大成
功；
二是有人因為「一國兩制」受到一些

挑戰而擔心中央收緊對港政策，甚至憂

慮中央會放棄「一國兩制」，所謂
2047年之後香港能否繼續實行「一國
兩制」的問題，也與此有關。
張曉明從兩方面作出了回答：第一，

既要看到問題，更要充分肯定「一國兩
制」實踐在香港取得的巨大成功。張曉
明具體從「國家治理體系」、「香港繁
榮穩定」、「港人當家作主」、「原有
制度特色不變」、「兩地交流合作」、
「國際性大都市魅力」等六個方面論述
了回歸以來的成功之處。
第二，要保持定力，要有制度自

信。作為一項史無前例的新事物，
「一國兩制」在實踐過程中遇到一些
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出現一些
矛盾和衝突，甚至經歷一點曲折是必
然的、在所難免的。不能因此就心浮
氣躁，甚至對「一國兩制」方針產生
懷疑動搖。那些嚴重事件最終都依法
得到妥善處理，恰恰說明「一國兩
制」本身是有強大生命力。對於「一
國兩制」，要有制度自信。
在這裡，張曉明不僅表達了中央對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情況作出
的高度評價，而且宣示了中央堅持
「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不會變的
堅定態度，有利於釋除外界的擔心和

疑慮。

客觀分析 妥為應對 依法治港
香港存在的問題大家容易看到，但問

題背後的原因卻眾說紛紜。張曉明從兩
方面作出了分析：一是香港社會內部矛
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結果；二是行政長
官普選方案等爭議性很大的政治法律問
題引發不同政治力量的激烈較量。
張曉明的分析讓人們看到：香港的問

題，有些與「一國兩制」實踐有關，有
些則是香港社會本身矛盾長期累積的產
物。張曉明的分析有一個很大的啟示：
分析香港的問題，要實事求是，要有客
觀的態度，不要簡單化，更不要泛政治
化，否則，只會把問題越弄越複雜，難
以解決。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出現
問題並不奇怪，關鍵是如何應對和妥善
處理。在「妥為應對」方面，張曉明作
出了四方面的論述：
第一，習近平重要論述是繼續推進

「一國兩制」實踐的重要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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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妥
為應對香港「一國兩
制」實踐中各種問題的
最重要保證。
第二，要做到三個
「有機結合」：即把堅持
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
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
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
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
候都不能偏廢。這是確保「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的關鍵。
第三，依法治港，既依法規管、遏止

那些嚴重違反「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
法的行為，又善於立規矩，通過對一些
新情況、新問題的應對處理形成制度成
果。
第四，對於「港獨」，只能是「零容

忍」，而絕不能容許「港獨」蔓延成
勢，養癰遺患。值得留意的是，張曉明
明確講到，「港獨」活動公開化，已提
醒人們在香港特區必須盡快完成基本法
第23條立法，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
張曉明還特別講到要為青年的學業、就
業、創業、置業創造更好的條件，切實
提高他們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體現了中
央對香港青年的關心和重視。

香港回歸以來，遇到了種種矛盾和挑戰，甚至出現了非法「佔中」

等嚴重事件，對於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應該如何判斷、如何評價、

如何應對？「一國兩制」方針會否因此發生改變？香港社會和外界

高度關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針對外界

的關注點，作出權威闡釋和回答：一是保持定力，有制度自信，中

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不會變；二是客觀分析，不要簡

單化，更不要泛政治化，要看到香港的問題有些與「一國兩制」實

踐有關，有些則是香港社會本身矛盾長期累積的產物；三是妥為應

對，以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論述作為繼續推進「一國兩制」實踐的

重要指南，做到三個「有機結合」，依法治港，對於「港獨」「零

容忍」，盡快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這些論述全面反映了中央對

香港問題的最新看法，值得高度重視。

回歸後勞工保障和尊嚴顯著改善

回歸20年，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勞
工保障大幅改善。筆者是個地地道道的勞工階
層，自上世紀60年代初就出來工作，當過多年
「三行」工人。曾經在政府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屠
房工作，成為一名政府公務員，至今仍在五豐屠
房工作。筆者經歷過回歸前和回歸後兩個期間的
打工生涯，充分體驗到兩個不同時期的勞工權
益。
香港回歸以來的20年，勞資關係可以說是香

港數十年來甚至開埠以來的黃金時期，少有發生
大型勞資糾紛、工潮及罷工。勞資關係得到改
善，主要受益於經濟發展，就業充足，營商環境
改善，政府的勞工法例不斷完善，政府對勞工權
益日益重視，尊重勞工階層。
具體而言有如下五點：一，回歸後，政府將

「五一」勞工節定為有薪假期；二，在2000
年，政府推行強積金制度，為僱員65歲退休後
提供生活保障；三，推行最低工資立法；四，設
立在職低薪勞工跨區工作交通津貼；五，增設在
職低收入家庭的特別津貼。除此之外，還有勞工

失業援助（失業金），工傷假及病假津貼，工傷
意外「勞保」更不在話下。值得一提的是，自回
歸之後，特區政府更委任勞工界代表進入行政會
議，這是在港英管治香港百多年來從未有過的，
充分顯示特區政府對勞工的尊重。
回歸之前香港勞工階層的待遇和處境，可謂

不堪回首。尤其五六七十年代走過來的勞工，很
有刻骨銘心之感。那個年代，勞工階層根本說不
上有什麼勞工保障，權益一詞更從未聽過。一切
任由僱主說了算，工資和工時任由老闆決定，真
真正正是「有開工、沒放工」，更不可能有超時
補水。至於工廠倒閉、關門，員工永遠追不到欠
薪。老闆「炒人」絕不需要任何理由及補償。當
年的勞工處，處理勞資糾紛、工潮或罷工時，十
之八九偏幫資方。
回歸後的勞工處，為失業勞工搵工，免除一

切手續費介紹職位，與回歸前相比，可謂天壤之
別。如今看標準工時立法和強積金對沖問題，只
要勞資雙方及政府精誠合作，互諒互讓，什麼難
題都能得到解決。

文滿林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

自回歸以來，香港對體育項
目的支援向來惹人詬病，多項
被視為「爭標」在望的體育項
目均被指在各方面的支援嚴重
不足。就此，在現屆和上屆特
區政府的努力下，作為香港標
誌性體育建設的啟德體育園

區，終見落成希望。一些體育界人士及市民夢寐
以求的建設，包括︰大型多用途主場館、公眾運
動場、室內體育館及休憩空間，亦終可望落成。
不過，就在走到立法會財委會的重要關卡時，反
對派又再因啟德體育園方案中的一些枝節，以拉
布及反對等手法試圖拉倒項目。事實上，一個涉
及300億公帑的項目，立法會議員當然要為我們
市民好好把關，不過在面對議員的各種質疑之
下，其實特區政府亦已經進行極大讓步，反對派
一拖再拖，盲目反對，實屬無理。
不少議員在審議有關撥款之時，亦不約而同

地擔心啟德體育園區會否如部分基建工程一般，
不斷追加撥款，浪費公帑；另外，亦有議員擔心
營運商的保證金額過低的話，亦會導致工程爛尾
收場，且項目招標時的「提案誘因」金額過多，
亦有浪費公帑之嫌。就此，建制派的議員也甚為

關注，但與反對派不同的是，建制派卻能按實際
情況提出不少建議，讓整個招標事宜變得更為合
理，更得到政府接納。當中包括︰政府已承諾不
會要求財委會追加撥款、願意提高營運商保證金
額至10億元，以及將「提案誘因」金額由1.8億
元下調至1.2億元，讓項目變得更切合實際情
況，值得支持。
事實上，體育園對體育界和大眾的重要性，

無人不知。每次我們看見香港在不同項目中產生
出一些優秀的運動員時，均會猛烈批評政府埋沒
體育人才，亦浪費難得在香港出現的運動熱潮，
甚至批評因體育設施不足而錯失舉辦盛事的機
會。其實翻看資料，過去一些反對派，例如民主
黨、公民黨也大罵香港缺少符合標準的體育場
館，甚至利用體育場館作演唱會用途。不過，反
對派今日卻為了拖垮政府，不惜對項目諸般刁
難。香港的體育發展停滯不前，究竟罪在政府，
還是反對派，確實一目了然。
筆者不願再看見因為香港的體育設施不足，

而讓運動員飲恨，或者讓盛事與香港擦身而過的
事情再次發生。還望各位議員必須緊守崗位，通
過項目，讓啟德體育園這個本應不帶任何政治化
的民生項目，能夠盡快上馬，惠及全港。

支持啟德體育園項目盡快上馬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新社聯副理事長、沙田區議員

■啟德體育園效果圖

吳良好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

楊志強 香港工商專聯會會長 資深評論員

新一屆政府將嚴格依法遏制「港獨」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接受新華社專
訪，針對近年香港社
會出現的「港獨」言
行，林鄭表示相信絕
大部分香港市民從來
沒有覺得「港獨」是

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未來特區政府
將嚴格依法辦事，所有「港獨」行為
都違反本地法律，必須嚴格執法，
「港獨」在香港完全沒有出路，特區
政府將做好教育工作，向社會大眾說
明「港獨」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危害
性，不能讓「港獨」在香港傳播，尤
其是要杜絕「港獨」對少年兒童的侵
害。林鄭強調，「一國兩制」的初心
和原意就包含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
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並且香港的回
歸有利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林鄭的表態猶如黃鐘大呂，
警告「港獨」勢力勿心存僥倖，以為
新一屆特區政府會因致力大和解而縱
容「港獨」。

林鄭與中央步伐一致
不久前，張德江委員長在紀念基本
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
話，釋放出要堅決反對「港獨」和分
裂言行的重要信號。張德江擲地有聲
地說，特區要「堅決遏制任何危害國
家統一的行為和活動」。林鄭旗幟鮮
明反「港獨」，也說明她在關鍵問題
上靠得住，與中央步伐一致。
在特區政府換屆的關鍵時刻，反對
派和「港獨」勢力混淆視聽，竭力為
「港獨」開脫。反對派和「港獨」勢
力先是誣衊說，「港獨」很大程度上
是由特首梁振英「製造」出來，因為
梁振英嚴重撕裂社會、製造矛盾云

云，繼而又誣衊中聯辦干預香港內部
事務，激發部分港人主張「港獨」云
云。實際上，反對派才是包庇縱容
「港獨」導致其蔓延擴大，才是處心
積慮破壞「一國兩制」，才是導致
「港獨」禍害香港的罪魁禍首。

反對派歪招徹底破產
更陰險的是，反對派企圖造成新一任

特首和政府在反「港獨」問題上，會改
變上一任特首和政府對「港獨」絕不妥
協和縱容的立場，甚至混淆視聽稱「林
鄭拒絕渲染『港獨』」。6月10日，有線
電視播出一個訪談節目，林鄭表示對「港
獨」成「思潮」有所保留。反對派聲稱，
不要小看這寥寥幾句話，因為這與梁振
英一向的說法口徑明顯不一，與張德江
的講話也不符云云。這是明顯的造謠惑
眾與挑撥離間。實際上，林鄭表示對「港
獨」成「思潮」有所保留，與她表示相
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從來沒有覺得「港
獨」是一個可以考慮的方案，意思是接
近的，只是表達得不太清晰而已，現在
林鄭清晰表達新一屆政府將嚴格依法遏
制「港獨」，反對派和「港獨」勢力的
造謠惑眾與挑撥離間徹底破產。
林鄭強調「港獨」在香港完全沒有

出路，與中央的立場高度一致。現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2016年12月23日最後
一次向習近平主席述職，習近平主席
高度評價梁振英「在遏制『港獨』，
依法處置街頭暴力活動等重大問題上
嚴格按照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和特區法律辦事，維護了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了香港經
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在今年3月提交兩會的政府工作報
告中強調：「『港獨』沒有出路」，
今年4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

誌發表署名文章，又一次把反「港
獨」納入國家整體規劃。

「港獨」勢力勿心存僥倖
反對派聲稱，林鄭推動「大和

解」，必須在政治上「去梁化」，要
「嘗試扭轉梁振英於過去5年所鋪下
的政治路線，包括：（1）拒絕渲染
『港獨』；（2）以『大和解』取代
『以鬥爭為綱』；（3）與『西環』
保持距離；以及（4）清洗部分政府
裡的『梁粉』。」反對派的這些說
法，是企圖要林鄭按照他們的要求辦
事。但「大和解」絕不能以出讓底線
來達到，當中既包括法律底線，也包
括政治底線，特別是不能對「港獨」
違法言行視若無睹。如果為了與反對
派和解而接受一些違反「一國兩
制」、逾越基本法的要求，最終不但
達不到真正和解，反而會引發更大的
社會撕裂。
林鄭旗幟鮮明表明新一屆政府將嚴

格依法遏制「港獨」，不僅表明她與
中央的立場高度一致，而且表明她不
會改變梁振英「在遏制『港獨』，依
法處置街頭暴力活動等重大問題上嚴
格按照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和特區法律辦事」的施政路向。「港
獨」勢力勿心存僥倖，以為新一屆特
區政府會因致力大和解而縱容「港
獨」。
林鄭不畏懼反對派所謂「製造『港

獨』」，「激發『港獨』」的大帽
子，強調新一屆政府將做好教育工作，
向社會大眾說明「港獨」對香港繁榮穩
定的危害性，不能讓「港獨」在香港
傳播，尤其是要杜絕「港獨」對少年
兒童的侵害。這值得社會各界包括學
校、家長和傳媒的支持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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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天辦「悼念晚會」居心叵測

香港即將踏入回歸20周年，各界都
在密鑼緊鼓地準備各種慶回歸活動。
不論抱持哪一種政治立場，回歸20周
年始終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就算
不錦上添花，也沒有必要惡毒詛咒。
然而，香港社會確實有一些人，反中
反華反昏了腦，竟然將回歸喜事當白
事，完全是居心叵測。
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日

前竟然宣稱，會在6月30日於尖沙咀
鐘樓舉行「悼念香港淪陷 20 年晚
會」，但暫未取得不反對通知書。
「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稱，集會以
和平方式進行，若不獲警方批淮，該
黨會「想盡一切方法」表達意見。在
香港社會政治立場可以不同，但沒有
必要如此惡毒、如此偏激。回歸20年
香港雖然經歷不少風風雨雨，但也取
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一國兩制」
依然是對香港最好的制度。陳浩天等
「港獨」分子，對於回歸的怨恨根本
不知從何而來。
陳浩天要在回歸20年舉辦悼念大
會。然則，他究竟要悼念誰呢？是悼
念離他們而去的英國殖民者嗎？但可

笑的是，連最反華的政客彭定康，都
三番四次表示「港獨」絕不可行，向
「港獨」分子大潑冷水。英國政客也
紛紛與這些「港獨」分子劃清界線，
陳浩天之流戀英戀殖，但英國人根本
不將他們當一回事。他的悼念騷不知
做給誰看？
其實，陳浩天的偏激思想實在令人

莫名其妙。中國從來沒有對不住香港
人的地方，反而在多次經濟危機中大
力支持香港，陳浩天等人某程度也是
受惠者，他對於中國的仇恨完全沒有
道理，反映這些人反中反得失去了理
智。

警方應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
就算退一萬步講，人家做喜事，

你不認同不以為然，不出席不參與
就可，沒有必要在人家辦喜事的地
方，搞什麼悼念大會，這是十分卑
鄙的行為，也是公然挑釁的行動。
在中國人社會，遇到這樣的人輕則
大罵一場，重則拳腳相向，現在陳
浩天要在香港回歸20周年的大慶日
子搞悼念，這是公然與香港市民作

對，與13億中國人作對，對於這樣
的人理應給他教訓。
現時警方並未對活動發出不反對通

知書。其實，警方根本應明確拒絕發
出不反對通知書，原因很簡單：回歸
前後各界都在舉辦慶回歸活動，陳浩
天的悼念活動志在挑釁，很大機會引
起市民衝突，風險極高，警方為安全
計不應該發給他們不反對通知書。而
且，所謂悼念大會是擺明車馬地攻擊
「一國兩制」，行動已經逾越了言論
自由的界線。這等如有美國組織要在
美國國慶日舉辦悼念美國立國的集
會，呼籲美國各州分裂，美國政府會
容許嗎？香港不論如何自由，也沒有
理由容許這些「港獨」組織在回歸20
周年大放厥辭。
況且，「香港民族黨」是一個非

法組織，並未有合法註冊，這個組
織根本不能公開活動，更遑論舉辦
各種政治行動。看來，特區政府不
應只是被動地拒絕其註冊，更應明
確取締這個「煽獨」組織，追究陳
浩天等人的法律責任，讓「悼念大
會」留給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