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有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基於兩個
前提：一是中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二是香
港特區實行的「一國兩制」。兩者缺一不
可。國家結構就是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架構，
目前世界各國的國家結構主要有單一制和聯
邦制兩種。以典型的單一制和聯邦制國家言
之，中央早於地方設置，地方的權力來自中
央，如中國，自秦漢以來就是單一制的國
家，秦設郡縣，中央派遣郡縣官員，稱為單
一制。
地方早於中央設置，中央的權力來自地
方，如美國，先有13個州，後有美利堅合眾
國，稱為聯邦制。在單一制的中國，中央對
地方是有全面管治權的。在聯邦制的美國，
聯邦政府（中央政府）卻沒有全面管治權。
例如：對各州政府的主要成員，美國聯邦政
府並沒有任免權。對各州保留的權力，聯邦
也沒有監督權。離開了單一制的國家結構，
就會把香港特區看成是聯邦制國家的州，就
會誤入歧途。
然而，說明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
權，也須臾離不開「一國兩制」的時間和空
間。如果離開了，就可能把香港特區看成是
內地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以為香港特區
的治理體系與內地完全一樣。只有在單一制
國家結構和「一國兩制」的框架之下，才能
準確討論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問題。

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法律依據
可以對香港特區行使權力的中央，不僅
是指中央政府，還包括其他中央國家機
構。現行憲法規定的中央國家機構有7個。
在7個中央國家機構中，只有全國人大、全
國人大常委會、中央人民政府、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等5個中央國家機構，既可根據憲
法規定的職權對香港特區行使權力，也可根
據香港基本法包括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
規定的職權行使權力。由於實行「一國兩
制」，中央國家機構中的最高法院和最高
檢察院兩個中央國家機構不屬於對香港特

區行使權力的中央的範圍，並不能對香港
特區行使權力。
需要說明的是，十九大報告提出牢牢掌握

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權，既是指有關法律所明示的權力，也包括
法律所未明示的或默示的權力，還不能排除
有權解釋法律的中央國家機構所作的解釋。
有人認為，中央對香港特區全面的管治權是
有限的，只有若干個。對此，筆者不敢苟
同，理由是：主權者的有關職能雖有範圍，
也有限制，但卻是不能窮舉的。例如全國人
大就有「應當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其
他職權」（憲法第62條第（15）項）。中央
國家機構都有不同的職能，在不同職能之下
可以行使的權力也是難以窮舉的，這也是可
以說明的。
具體來說，全國人大有權設立香港特區、

制定香港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解釋
香港基本法，決定是否頒佈緊急狀態；中央
政府有權任命行政長官、對行政長官發佈指
令；國家主席有權頒佈香港基本法；中央軍
委有權領導、指揮香港駐軍等等，這些都是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明示權力的事例。但全國
人大還有決定「一國兩制」是否存續的權
力，中央政府還有是否任命、罷免行政長官
的權力等等，這都是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所未
明示權力的事例。

對高度自治權的監督權
全面管治權的提法最早見於2014年6月國

務院新聞辦頒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區的實踐》白皮書。由於對中央管理的事務
是很明確的，對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事務
雖有爭議，但都不可能甩掉中央的角色，因
此，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在基本法起草時通常
是針對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範圍內事務的監督
權而言的。例如：香港基本法第17條第2款
要求香港特區制定的法律要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備案；第90條第2款要求香港特區主要法
官的任免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第48條

第（3）項要求行政長官將財政預算、決算
報中央政府備案，就是中央對香港特區自治
範圍內事務的監督。
監督權也是一種管治權，是全面管治權

之一種。從這個意義上說，學界提出中央
對香港特區有全面管治權就很早。1990年
王叔文主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導
論》第三章「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吳
建璠所寫）就已經提出：「國家對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使主權，不但表現在某些屬於主權
範圍內的事務由中央管理，還表現在中央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高度自治有監督權……
當然，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並非事事都
監督，而是它是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
自治進行監督，而且是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來進行此項監督。」這是比白皮書更早的
公開著作。
至於如何把維護中央對香港特區全面管治

權和保障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
來，完善與香港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
制，讓香港特區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讓香港同胞同祖國人
民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
富強的偉大榮光，這要根據具體的實際情
況，才能作更確切的評述。
（全文完。本文轉載自2017年12月《紫

荊》雜誌，內容有刪減。）

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公佈
實施35周年，今年12月4日是第四個
國家憲法日。國家憲法日的設立，體現
國家對憲法精神的弘揚。世界上許多國
家都設立了紀念憲法的紀念館或憲法節
日，旨在弘揚憲法精神，用憲法凝聚社
會共識、引領公民意識，彰顯憲法尊
嚴。

現行憲法是迄今為止最好憲法
我國現行憲法是一部迄今為止最好的
憲法，凝聚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
和執政黨的主張。現行憲法公佈實施

35年來，在憲法指導下，我國改革開
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
成就。習近平總書記的十九大報告，重
申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
義法治國家。十九大報告的相關內容，
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
治國家，指明了前進方向。十九大報告
中，「法治」一詞出現了33次，「依
法治國」出現了19次。十九大報告提
出，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
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
這是報告的一大亮點，是堅持法治強國

的一大重要舉措。
結合國家憲法日的設立和十九大報

告，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憲法是國家
的政治宣言、根本大法，是治國理政、
安邦福民的總章程，反映了全體人民的
根本利益。其他法律法規都不能和憲法
精神相衝突。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強憲
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
維護憲法權威，這也會是中央全面依法
治國領導小組的重要工作內容。

憲法精神是香港「定海神針」
在十九大報告中，「一國兩制」成為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十四大基本
方略之一。報告強調嚴格依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
度和機制，這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把依法治國與依法治港治澳
方略相統一的必然要求。報告又強調，
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區全面管治
權和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
來，這是處理好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

的關鍵。
香港已經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依法治

港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內
地全面法治化的理性要求，也是重塑香
港基本法權威的實踐需要。十九大報告
指出，要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和行政長
官依法施政、積極作為，有序推進民
主，維護社會穩定，履行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應邀為特區政府管

治團隊和高級公務員宣講十九大精神
時，結合習近平總書記今年「七一」視
察香港系列重要講話，圍繞「六對關
係」，解讀了十九大報告關於港澳部分
的論述，這「六對關係」傳遞清晰的資
訊，其中特別強調香港應正確認識憲法
和基本法的關係，指出「憲法意識、憲
法精神」，對「一國兩制」事業和香港
是「福」、是「根」、是「本」，是
「定海神針」。

香港基本法依據是中國憲法

值得警惕的是，香
港反對派將基本法的
依據說成是中英聯合
聲明，據此勾結外國
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某些外國勢力也以此
藉口干預基本法在香
港的實施。鐵的事實
說明，香港基本法的依據是中國憲法，
絕非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憲制的最終基
礎是中國憲法。
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完善與

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這是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把依法
治國與依法治港方略相統一的必然要
求；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高
度自治權「有機結合」，以及支持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一國兩
制」的新定位，這可保障香港「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並且使香港在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有更大的發展空
間。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將每年12月4日定為國家

憲法日，並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

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這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濃墨重彩之

筆，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結合國家憲法日的設立

和十九大報告，凸顯香港已經納入國家治理體系，依法治港是依

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

「智力絲綢之路」促科技合作

習近平主席2016年6月22日在烏茲別
克斯坦最高會議立法院演講時強調，我
們要力深化人才培養合作，攜手打造
「智力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給沿線國家帶來機會，

也帶來了挑戰。各國在人才隊伍、科技
能力建設等方面存在差異，如何通過合
作實現可持續發展，中方在招收更多的
留學生、培養一批知華友華、學有所成
的國際化人才的同時，擴大了教育合作
規模。西安交通大學聯合海內外高校發
起成立了「絲綢之路大學聯盟」，目
前，已有哈爾濱工業大學、香港理工大
學、莫斯科鮑曼國立技術大學、哈薩克
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等來自30個國家
和地區的130所高校加盟；該聯盟為各
國和地區大學之間的互聯互通創造了更
多的機會，合作範圍包括學生交流、教
師合作研究，也包括共同探討世界重大
課題。
中國西北與中亞地區地理相近，人緣

相親，在新疆學習的留學生中，近九成
來自中亞及周邊國家。除了以地緣優勢
吸引中亞留學生「走進來」，西北各高
校也一直是中國在中亞地區推廣漢語教
學和傳播中華文化的主力軍。中科院的
海外科教基地是中科院與發展中國家共
同建立的科教機構，具有人才培養、科
技合作、科普教育等職能。隨曼谷技
術創新與合作推進中心的獲批，目前中
科院的海外科教基地已達9家，地域從
中亞到東南亞，領域從藥物研發、生態
環境到天文氣象。

「一帶一路」研究平台超300家
依托科教基地，中外科技人才共同為

當地社會發展獻力獻策。2015年尼泊爾大
地震期間，加德滿都科教中心組織中國一

流專家團隊趕赴現場，為災後重建、減災
和防災提供了關鍵技術。海外科教基地現
已成為我國開展科學研究的寶庫，其中，
中亞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在哈薩克斯坦、吉
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國設立了與國
內聯網的生態系統野外觀測研究站和數據
中心，填補了我國在中亞區域資源環境系
統研究方面的空白。
由中科院發起的「第三極」環境計

劃，已成為全球知名的國際科學合作計
劃。該計劃圍繞青藏高原及周邊地區的
氣候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問題，與多個國
家開展合作研究，先與尼泊爾合作，形
成一個堅實立足點，再擴展到巴基斯
坦，之後是中亞、西亞國家。該計劃集
聚了大批一流人才，形成了一批國際領
先的科研成果，在該地區各國的學科發
展和政府決策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目前中國智庫有關「一帶一路」研究

平台已超過300家，參與「一帶一路」
研究的外國知名智庫有50多家。在以資
訊互聯互通構建「智力絲綢之路」的過
程中，由上海社會科學院與中國國際經
濟交流中心合作共建的「絲路信息網」
2017年已正式上線。作為「一帶一路」
大數據庫，絲路信息網的三大功能包
括：電子文獻功能，彙集和提供「一帶
一路」沿線各國及主要城市的各類文獻
資料，包括國情、市情、論文、著作、
研究報告等電子文獻；數據分析功能，
建立分類統計數據庫，對「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產業、投資、貿易、金融、
園區等進行數據分析，形成動態分析報
告，為政府、企業、智庫等機構提供形
勢判斷和決策諮詢服務；成果發佈功
能，發佈國內外智庫、企業關於「一帶
一路」及沿線國家發展與合作的各類研
究成果。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有充分的有充分的
法理依據法理依據。。

汪巍 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容永祺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創會會長

支持本地立法實施國歌法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在11月4日通過將國歌
法納入香港和澳門的《基
本法》附件三，特區政府
另需就國歌法進行本地立
法。但在本地立法前，香
港隊最近在兩場國際足球

友誼賽上，再有部分香港球迷公然在演奏國
歌時發出噓聲，甚至做出不文明手勢等行
為。筆者對這種不尊重國家及挑釁兩地矛盾
的無聊行為，深表遺憾，亦批評這些人的做
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港基本法委
員會主任李飛在11月16日出席《基本法》
研討會時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擁有最
權威地位，是香港《基本法》的根與源，同
時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區高
度自治權來自中央授予，從來沒有脫離香港
《基本法》的高度自治，更沒有所謂「自
決」、「獨立」權力。而在未來數月，香港
須要進行本地立法的國歌法，正是體現特區
政府承擔憲制責任的時候，以及維護國家憲
制秩序、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及維護
國家主權和安全等幾方面的責任。香港特區
通過制訂法律，並嚴格執行法律來維護國家
的主權和安全，這是責無旁貸。
國歌法立法是特區政府履行憲制職責的應
有之義，也是維護國歌和國家尊嚴，增強市

民國家意識的必要之舉，但有部分反對派卻
不斷糾纏細節，例如：如廁或吃飯期間，聽
到國歌應否立即肅立、舉止莊重等，倘若違
反是否會被控告等，企圖否定國歌法。其
實，按照基本常識，如果在正式活動中，國
歌奏起時自然要肅立，但如果在家中自然沒
有肅立之需，這是基本常識，完全可以從立
法過程中體現出來。不過，有部分球迷在球
場上公然高聲噓國歌、轉身背對球場、用區
旗掩面，甚至做出不文明及打交叉手勢的行
為，這肯定是惡意侮辱國歌的舉動了，根本
不難作出判斷。

尊重國歌不容置疑
美國國旗法規定，在演唱國歌時，如果

有國旗展現，穿制服的軍人行軍禮，所有
其他的人應該面向國旗立正，右手放在心
口上。美國國民非常尊重國旗國歌，習以
為常。但在今年9月下旬，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狠批美式足球聯盟的球員比賽播放國歌
期間，沒有肅然站立，而是跪在地上，是
不尊重國歌和國旗的表現。據資料顯示，
球員在球場不尊重國歌和國旗的同類行
動，由去年8月起持續近一年多，不少球員
在播國歌時跪下、坐下或高舉拳頭，以抗
議警方歧視黑人等社會上的不公義。但特
朗普認為「球員賺取高薪就要尊重國旗，
否則請另謀高就」，雖然特朗普的言論在

當地球壇引來反彈，但亦獲得不少國民支
持，這表明了尊重國歌、國旗是國民的應
有之義，不容置疑。
前年6月，港隊在旺角大球場對不丹的賽
事中，首次有部分激進香港球迷「噓國
歌」，此後港隊對外的足球賽事，便經常
發生「噓國歌」的不尊敬的行為，好似變
成了足球賽前的例牌動作，更屢受本地和
國際傳媒關注。今天，有反對派人士視國
歌法如洪水猛獸，更胡說是中央加強箝制
香港的行動，但他們有否反思自己的行
為。
國歌是憲法規定的國家象徵和標誌，與

國旗、國徽一樣，具有弘揚國家精神、凝
聚國家力量的重要作用。將國歌法適用於
港澳，具有憲法層面意義和必然性，有利
於維護國家尊嚴、民族尊嚴、增強港澳市
民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防止、避免有人
貶損或故意侮辱國歌，是一個非常及時且必
要的行動。日前，特首林鄭月娥亦表示本地
立法不設追溯期，相信有助釐清外界對國歌
法的疑慮，筆者衷心希望某些激進球迷不要
再作出貶損或故意侮辱國家的行為，亦期盼
港人明白尊重國家這個簡單道理，以及履行
作為良好公民的應有之義，更應共同為消
弭兩地矛盾作出努力和貢獻，這才有助兩
地人民攜手向前發展，有利香港經濟長期
繁榮和社會穩定。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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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廁所革命」令世界矚目

2015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強調抓
「廁所革命」，提出要像反對「四風」
一樣，整治頑疾、陋習，改善旅遊環
境，提升社會文明進步，讓農村都用上
衛生廁所。近日再強調要加強各類軟硬
件建設，推動旅遊業、補齊影響群眾生
活品質短板，顯示神州大地正迎來文明
建設新潮。11月 19 日是「世界廁所
日」，設「廁所日」是人類文明進步的
表現，和習主席的「廁所革命」異曲同
工。
廁所既是不可或缺的公共設施，對城

市公共服務的提升和城市形象至關重
要，是外來遊客了解城市的一個窗口。
在旅遊勝地蘇州，包括所有景區內乾淨
衛生的廁所第一給外地遊客留下了深刻
印象。虎丘景區的廁所內，都懸掛有液
晶大屏幕電視；東山遊客服務中心還建
了有淋浴位的衛生間，兼備衣物儲藏
櫃；為蘇州的旅遊業增添了一道亮麗風
景。蘇州市的五星級廁所，有的古色古
香，有的光彩奪目，令遊客在享受蘇州
美麗風景的同時，體驗到嶄新「廁所文
化」。
到內地公幹、旅遊的香港人都曾經有

過進廁所要交錢的經歷，少則幾毫子，
多則幾元，感覺特別不爽。海南省三亞
市亞龍灣沙灘浴場，是一個漂亮海濱浴
場，浴場西側的洗手間觀感不錯，但要
在這裡上廁所，曾經需要繳交10元費
用。旅客向海南三亞旅遊局投訴，認為

收費昂貴，既不文明、也不公道、還浪
費時間；小小廁所於是引發各界廣泛、
熱烈討論，說明「廁所革命」不是小
事。
2015年初在桂林召開的首次廁所會

議，吹響「旅遊要發展，廁所要革命」
的號角，拉響、開啟了華夏「廁所革
命」序幕。
2016年 2月，全國第二次「廁所革

命」工作現場會易地武漢舉行。定期召
開有關廁所的會議，體現國家對「廁所
革命」的高度重視。國家旅遊局披露，
2015年春天開啟的「廁所革命」至今雖
然已經取得了可觀成績，但距離現代化
要求仍有距離。
國家旅遊局近年還開展了「旅遊廁所

設計大賽」及獲獎作品展覽，將中國的
「廁所革命」推向一個新階段，也湧現
出了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現代化廁
所，特別讓國人振奮。廣東梅州市的許
多廁所，空氣清新，設有老人活動室，
廁所變俱樂部，讓人耳目一新。「廁所
革命」不僅使武漢的大部分公廁外觀變
得現代化，當中的設施也日趨完善。由
於公廁都有專人管理，廁所變得「無
味、無污水、無垃圾」的新天地。武漢
的「廁所革命」可謂抓到了旅遊業發展
的關鍵點，讓遊客都可以通過乾淨的廁
所感受到旅遊景點的新享受。過去經常
出現的景點漂亮，廁所髒、亂的狀況得
到改善。

黃海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