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曉明總結「一國兩制」成就鼓舞港人信心

「一國兩制」的方針由中央制定，
「一國兩制」的實踐由中央主導，中央
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掌舵人。中
央對「一國兩制」大局的把握和掌控，
是「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關鍵。

中央是「一國兩制」掌舵人

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一脈相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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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對
「一國兩制」實踐作出了許多新的重要
論述，為港人所熟悉的內容包括：兩個
根本宗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和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三個有機結合：要把堅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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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
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四
不：要始終堅持「一國兩制」不改變、
不動搖，切實維護「一國兩制」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等等。這些重要論述，體現
了中央對「一國兩制」規律性認識的進一
步深化，是對「一國兩制」理論的豐富和
發展，是香港繼續成功推進「一國兩
制」實踐的重要指南和基本保證。

巨大成就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回歸20年來，確實出現了不少

矛盾和挑戰，出現了基本法23條立法
夭折、非法「佔中」行動、「旺角暴
亂」事件、「港獨」議員宣誓風波等嚴
重事件，但這些問題只是支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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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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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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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體數字最能說明問題：香港GDP

從1997年的1.37萬億港元增長到2015
年的2.39萬億港元；人均產值居全球第
七位；財政儲備高達8461億港元；失
業率長期維持在3.3%至3.4%低水平，
堪稱全民就業；香港是全球第六大證券
市場和第五大外匯市場、第九大貿易經
濟體、全球最大集裝箱港口之一和第四
大船舶註冊中心；香港連續23年被評
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在世界最便
利營商城市中名列第二；香港吸納直接
外來投資排名世界第二；香港今年再次
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香港參
與了5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活動；
特區護照已獲156個國家和地區給予免
簽證或落地簽證待遇；特別是大家最為
關注的法治水平一項，香港在全球的排
名從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躍升至2015

年的第11位，比不少
西方大國排名都要靠
前，等等。「不識廬
山真面目，只緣身在
此山中」。這些讓外
界羨慕不已的數字，
身在香港的人更應該
感到鼓舞。這些成
就，為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未來發
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港人希望聚焦經濟民生
香港是一塊福地，在國家的支持下，

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張曉明特別指出
了香港面臨的三大戰略機遇，包括「一
帶一路」建設、人民幣國際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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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高興的是，經歷了風風雨雨的香

港各界人士，普遍厭倦政治爭拗，希望
集中精力務實解決經濟民生問題。正如
張曉明所說，這種主流民意越強大，香
港保持良好營商環境、加快經濟社會事
業發展，就越有保障。

香港回歸祖國20年，既是喜慶的日子，也是總結的時刻。由於

經歷了一些風雨甚至曲折，有些人對「一國兩制」實踐存有不同看

法，甚至有人對香港前景產生疑慮。連日來，新華社、中央電視

台、《人民日報》等中央媒體先後發表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有關回歸

20年總結的專訪，在香港社會引起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張曉明客

觀、中肯、全面、科學地總結了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成就和經

驗：其一是總結了以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對港工作取

得許多新突破、新進展、新成就，這是香港「一國兩制」實踐未來

健康平穩發展的基本保證；其二是具體論述了香港六個方面的成

功，這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堅實基礎；其三是指出了香港社會普遍希

望聚焦經濟民生，這是支持香港發展的強大民意；其四強調國家發

展為香港帶來戰略機遇，這是香港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回歸20

年的香港正處在一個新的發展節點。張曉明的這些分析，有利於釋

除疑慮，鼓舞港人信心。

妄稱「公眾是白癡」暴露反對派心聲

去年立法會選舉中，不少選民
投票支持了一個口說「永續基本
法」的候選人做議員，此人看似
很有作為，如今卻換來他一句
「公眾是白癡」。相信不少選民
聽了定會火冒三丈，但想深一
層，會感謝這位議員。因為，正

是這位當公眾是白癡的鄭議員，讓大家看清所謂
「民主派」議員的真面目，明白反對派的心聲，
反而豁然開朗。
包括鄭議員在內的反對派政棍，在選舉辯論中

何其慷慨激昂，口號叫得多漂亮，但在選舉期
中，他們比的從來不是政綱，而是抹黑攻擊對
手、騙取選票，現在回想起來，甚為可笑。
反對派說，梁振英在UGL事件中有隱瞞，做特

首應該廉潔。結果他們自己卻收受外國的利益，
還死不承認，死不悔改。
反對派說，他們不是「港獨」。結果梁游公然
煽動「港獨」、侮辱國家民族，反對派還以諸多
理由包庇袒護二人；最近，有反對派議員勾結
「台獨」，搞所謂「台港連線」，然後又大言不
慚地說，他們不是鼓動「港獨」，讓人瞠目結
舌。
反對派說，做人應信守承諾，曾經口口聲聲說
會承擔非法「佔中」的法律責任。結果，現在他們
全不認罪，毫無承擔，反指政府依法起訴是「政治
檢控」。非法「佔中」可謂是香港的最大騙案！
鄭議員一句「公眾是白癡」，已經街知巷聞。

反對派將選民當白癡，未來選舉中，選民必然懂
得如何選擇。

古有「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今有
香港「自決派」只准自己搞「港獨」，不許別人
說愛國。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旗幟鮮明地
反「港獨」，指出「港獨」在香港完全沒有出
路，未來還將加強國民教育，杜絕「港獨」傳播
的土壤。林鄭的呼聲振聾發聵，愛國愛港之人莫不
感到興奮，唯獨一眾「港獨」分子如末日將至，發
出垂死哀嚎。羅冠聰聲稱，能否討論「港獨」是
言論自由，不應受法律限制，更指反「港獨」是
打壓民主。「自決派」詆譭國民教育，為「港
獨」張目，煽動縱容「港獨」還有什麼可抵賴？
林鄭近日表示，「港獨」在香港完全沒有出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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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港獨』行
為都違反本地法律，未來特區政府必須嚴格執
法。」她又表示，特區政府還將做好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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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國民教育是必
須要做的，在幼兒階段就應該開始培養「我是中
國人」的概念，並應該將中國歷史納入初中必修
科目。「在學校以外，特區政府要加大力度讓孩
子們能夠接觸到更多的中國文化，讓香港青年了
解國家最新的發展。」

「港獨」問題在本港持續惡化，但社會一直有
種聲音，認為「港獨」是「偽命題」，既然不可
能實現，就不要理會，由它自生自滅，有人要討
論一下亦無妨。有人甚至包庇袒護，導致「港
獨」肆無忌憚。
例如羅冠聰就狡辯能否討論「港獨」是言論自
由，不應受法律限制。但是，在涉及國家主權及安
全的原則問題上，沒有絲毫妥協的空間。事實一再
證明，「港獨」意味暴力、敵對、抗爭，社會穩定
和秩序受到破壞，法治遭受衝擊，禍延經濟民生。
要遏制「港獨」思潮，應從教育手，大力推
動國情和基本法教育，讓青年培養家國意識，加
深對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了解，具有強烈的
針對性，對遏制「港獨」有釜底抽薪的作用。
羅冠聰又狡辯，只要內地與香港就人權和普世
價值的觀念不同，港人就難以愛國，中央希望人
心回歸的話應正視政制和人權問題云云。這充分
暴露其對愛國有多麼無知，愛國就如同愛父母一
樣，不需要任何前提，是真正的普世價值。羅冠
聰之流信口雌黃，為散播「港獨」編造理由，時
刻不忘阻撓國情教育推行，驚死愛國主義在港普
及，更加證明香港推動國民教育的必要性，港人
更應以實際行動反「港獨」。

姚志勝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太平紳士

何俊賢 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九西補選阿基「青政」惡戰連場

一如所料，馮檢基在民協日前的黨
內初選中，取得總共24張選票的三分
二「高票」勝出，成為民協九西補選
的參選人。其實，這個結果早已在意
料之中，原因是民協在早前修改了初
選模式，令到投票人只得24個，而且
主要是曾代表民協出選人士，這些人
都是馮檢基的親信舊部，勝負早已掌
握，所以何啟明乾脆不參選，讓馮檢
基在「等額選舉」中「高票勝出」。
當然，民協如此改變遊戲規則，為
馮檢基度身訂做，也引來了很大後遺
症，前主席莫嘉嫻已揚言馮檢基一出
選她就退黨轉投民主黨，而相信很多
民協新一代也會因為難有出頭天而轉
投其他大黨，民協將會經歷一波出走
潮，要靠老將支撐場面。
儘管如此，馮檢基都堅持出選，原
因很簡單，民協和他對於這場補選都
不容有失，如果補選再敗，民協要在
下屆選舉重奪九西機會更低，而在其
他強手林立的選區，民協也不見得有
政治明星可以突圍，如果一個政黨連
續兩屆都沒有立法會議席，與亡黨其
實沒有多大分別，黨員流失將會更加
嚴重，從而帶來惡性循環，最後只剩
下被其他政黨「收購合併」一途，而

馮檢基的政治生命也將完結。所以，
民協及馮檢基明知強行出戰，必定令
新一代心淡，但在權衡利害之下，由
馮披甲至少勝於知名度近乎零的何啟
明，這也是小黨求存的無奈。

反對派摩拳擦掌爭崩頭
毫無意外地，馮檢基的出選引起網

絡上的不少討論和攻擊，不少網民更
湧到民協facebook專頁留言聲討馮檢
基，令馮要親身用民協的賬戶與網民
駡戰，弄得非常難看。其實，這些網
民是有心借此攻擊馮檢基，當中既有
民協的新一代以假名留言發洩，但更
多的是「青年新政」等激進派網民向
馮檢基開火。
事實上，現在垂涎九西議席的不只

馮檢基，民主黨、公民黨的第二梯隊
都很大機會出選，但他們在補選中應
敵不過老手馮檢基，他們出選不過是
為了拉抬一下知名度，為之後的區選
和立選作準備。但「青年新政」卻是
志在取回議席，游蕙禎對於失去寶貴
的議席和豐厚薪津至今仍是憤憤不
平，而她也幾乎肯定會再參選。為
此，他們更不惜與黃毓民結成「不神
聖聯盟」，企圖結合黃毓民與「青

政」的力量重奪九西，就算游蕙禎過
不了確認書一關，其他「青政」人士
甚至黃毓民也會出選。
對「青政」來說，這場九西補選同

樣關係存亡，雖然新東同樣有補選，
但范國威早已摩拳擦掌，突圍的機會
相對較低，但九西只有馮檢基這個近
年屢戰屢敗的老將，成功機會自然較
高，因此成為「青政」主攻的目標。近
期，「青政」的義工已經密密落區開展
地區工作，至於網上更是他們主攻的戰
場。他們現時首要目標，就是要重手打
擊馮檢基，原因是「青政」肯定不會參
與反對派的協調，即是說屆時他們很
大機會與馮檢基同場對壘，這樣自然
要先下手為強，先重創馮檢基的支持
度，才可令票源歸邊。因此，他們近
日不斷在網上發動「打基」行動，主
要針對他的戀棧、老邁、無能說事，
將他批得一文不值，在民協facebook
上的駡戰，正是他們的「傑作」。
對民協與「青政」來說，九西補選

都沒有「不戰」的理由，如果「不
戰」他們將會在政壇消失，將來要東
山再起微乎其微，所以這場九西補選
雙方都沒有退讓的本錢，在這幾個月
相信將會好戲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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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許自己搞「港獨」不准別人說愛國
趙興偉 時事評論員

譴責「兩獨」勾結 23條立法不能再拖

日前，39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
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羅冠
聰、陳志全等三人推動「港獨」
和「台獨」勾結，赴台出席「台
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
（「台港連線」）成立記者會。
與此同時，新民黨亦發表聲明批

評，香港立法會議員與主張「台獨」的政團「時
代力量」沆瀣一氣，傷害香港民主發展，危害
「一國兩制」與國家統一，對香港百害而無一
利。
基本法第148條對香港的民間團體和宗教組織

與內地、外國相關團體和組織的關係作了原則性
的規定。有關的民間團體和組織具有廣泛性，包
括教育、科學、科技、文化、藝術、體育、專
業、醫療衛生、勞工、社會福利、社會工作等方
面。基本法第148條規定，香港有關團體和組織
與香港以外的組織關係應為互不隸屬、互不干
涉、互相尊重。顯而易見，主張「台獨」的「台
港連線」揚言要「關注香港民主發展」，與「港

獨」分子勾結，明顯違反基本法。
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明確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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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農曆新年期間旺角
暴亂，首宗被裁決暴動罪罪成的許嘉琪、麥子晞
及薛達榮各被判入獄3年。可見，嚴格執法才能
還香港法治和安寧。然而，防「明獨」易，防
「暗獨」難。雖然搞「港獨」只是一小撮人，目
前本港敢拋頭露面、明目張膽鼓吹「港獨」的人
不多。但是，旺角暴亂、立法會宣誓風波等已清
楚反映「港獨」主張正在蔓延。
現時香港的法律框架內並無明確有效的條文或

手段應對「港獨」言行，難以阻止或懲罰。基本
法第23條雖訂明香港有責任就國家安全進行本地
立法，不過回歸20年，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仍未有
實質進展。是次「港獨」勾結「台獨」事件，再
次顯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保障上存在重
大漏洞，值得社會反思。基本法第23條立法不能
再拖，特區政府應高度重視，不應讓「港獨」有
機可乘，讓其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丁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 城市智庫成員

曾淵滄 博士

A股列入MSCI走向國際一大步

MSCI終於宣佈將中國A股列入MS-
CI新興市場指數，過去幾年，MSCI
曾經3次說要研究將中國A股納入MS-
CI新興市場指數，但是最終都沒有這
麼做。換言之，這是第4次檢討後的
決定。
MSCI是國際知名並且影響力很強
的指數，被列入MSCI指數會導致大
量被動及主動基金買入這些股，所謂
被動基金即一般的交易所買賣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s），通常簡
稱為ETF，這些基金與某些知名指數
掛鈎，依照指數成分股按比重買入然
後持有，是被動買入，指數有變，基
金成分也馬上改變。主動基金就是一
般的基金，由基金經理
決定買賣什麼股，所以
中國A股納入MSCI新
興市場指數後，估計會
有千億元資金流入中國
A股，在指數正式生效
那一天，可能推動中國
A股股價上升，同時中
國 A 股也會更加國際
化，走向世界。
不過，目前中國A股

加入MSCI新興市場指
數，相信對中國A股股
價的影響不大，理由是
MSCI將中國A股納入
時所佔的比重很低。因
此，所產生的ETF被動
性的買盤估計也只是
1,000 億元左右。實際
上，MSCI希望把中國
A 股的比重增加，但

是，因為中國A股是一個半開放的股
市，目前只能通過QFII、RQFII、滬
港通、深港通進行買賣。不論是
QFII、RQFII、滬港通、深港通，都
有一定的額度，限制買進的額度，
MSCI擔心被動買入的ETF在額度限
制之下無法依比重買入中國A股而造
成問題，不得已縮小中國A股加入
MSCI的規模。
過去幾年，MSCI一直嘗試與中國

磋商，要求放寬限額，不過，中國政
府本身有一套，開放股市、人民幣匯
市的時間表，絕對不會為了加入MS-
CI而改變。一向以來，媒體經常以中
國A股闖關為題來形容MSCI每一次

的檢討，考慮加入中國A股的行動，
實際上情況並非如此。MSCI的每一
次檢討，都是MSCI自己的決定，中
國政府從來就沒有「申請」將中國A
股加入MSCI。
無論如何，MSCI加入中國A股總

是好事，眾所周知，目前中國A股市
場以散戶為主，基金大戶所佔的比重
很低。將來，如果中國政府願意放寬
額度，MSCI新興市場指數及其他指
數，必然會增加中國A股的比例，因
此會引入更多國際基金、大戶參與中
國A股的交易，大戶的參與會改善中
國A股的買賣行為，這是好事，也是
中國A股走向國際的一大步。

■A股納入MSCI有利A股國際化。圖為上海證券交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