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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香港社會較常講基本法，
但甚少談憲法。中聯辦副主任黃
蘭發昨日指出，國家憲法是香港
特區制度的法律淵源，在香港回
歸祖國之後，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共同構成了香港特區的憲制基
礎，基於憲法，國家得以設立香
港特別行政區，及以憲制性法律

的形式將「一國兩制」方針上升為國
家意志並且固化下來。

依照憲法設立香港特區
黃蘭發指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

法，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體
現，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也是香港
特區及其制度的法律淵源。
他說，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
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這為
國家在推進和平統一大業過程中，在
某些特定區域實行『一國兩制』方
針，提供了憲法上的依據。由此，國
家得以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
同一條法例亦明確「在特別行政

區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黃蘭發
說，據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從而以憲制性法律的形式
將「一國兩制」方針上升為國家意
志並且固化下來。

因憲法規定產生基本法
他說︰「有人把憲法比作『母

法』，把香港基本法比作『子法』。
這非常形象地說明了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的關係，因為有了憲法的規定，所
以產生了基本法。」
黃蘭發還指出，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還專門作出了《關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
決定》，明確基本法是根據憲法、按
照香港具體情況制定的，消除了當時
部分港人和國際社會對基本法有關
「不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
策」的規定是否合憲的疑慮，也宣示
了國家依照憲法和基本法管治香港
的堅強意志和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昨日的座談會由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
議、百仁基金、善德基金會主辦。黃蘭

發、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
主任梁愛詩、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胡建中及駐
港部隊副政治委員陳亞丁出席主禮。
黃蘭發、張建宗作開幕致辭，4名來自香港

和內地的專家學者王振民、劉兆佳、陳弘毅、
鄒平學作重點發言，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會長
梁美芬作總結發言。

舉辦憲法日 弘揚憲法精神
黃蘭發指出，這是「國家憲法日」設立以

來，首次集中在香港開展憲法宣傳教育，「體
現了香港社會對『一國』原則理解的深化，必
將進一步提升香港社會對國家憲法的尊重與認
同。」他期望，「國家憲法日」活動能在香港
落地，今後每年12月4日都能在香港舉辦類似
活動，大家一起學習憲法、宣傳憲法、弘揚憲
法精神，為香港市民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和了
解，開闢新平台、提供新窗口。
黃蘭發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七一在港的
講話，指出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要始終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加強香港社會特別是
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
黃蘭發強調，「這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和維護
香港法治的應有之義。」
黃蘭發並分享了堅持「初心」的三個要點：

一是尊重憲法權威。黃蘭發指，法治是香港
賴於成功、傲立全球的基石，也是香港最重要
的核心價值。維護香港的法治，首先應當堅持
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礎，尊重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在香港法治體系中的至上地
位和最高權威，堅決反對一切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事情，堅決反對一切損害憲
法權威的行為。「這是在香港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的迫切需要，也是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保證。」
二是在國家憲法框架下理解把握基本法。黃

蘭發解釋，「一國兩制」是中國憲法制度的重
要組成部分，要堅持在國家憲法的框架下理解
和適用基本法。
回歸20年「一國兩制」的實踐表明，只有
站在國家憲法的高度和全局認識基本法，深刻
認識國家憲法對維護「一國兩制」的根本法制
保障作用，才能完整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的
真諦，才能全面準確貫徹實施基本法，才能確
保「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行穩致遠。
三是在全社會學習宣傳憲法。黃蘭發表

示，支持鼓勵香港社會各界開展形式多樣的
憲法和基本法學習宣傳活動。要通過持之以
恒的憲法和基本法宣傳教育，不斷增強香港
同胞的憲法意識、國家觀念、愛國精神，為
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凝聚共
識、創造條件。

要讓社會大眾了解憲
法，認識憲法歷史和改變
亦是重要一環。中聯辦副
主任黃蘭發昨日指出，這
些年來對憲法個別條款和
部分內容所作的必要修
正，使中國憲法在保持穩
定性和權威性的同時緊跟

時代步伐，不斷與時俱進，為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進步
提供了根本法制保證。是次十九
大報告對深化依法治國實踐作出
了新部署，明確提出要「完善以
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和
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
護憲法權威」，認為這些論述彰
顯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依憲
治國的堅定決心，傳遞了建設法
治中國的明確信念。

個別條款修正 體現與時俱進
黃蘭發指出，中國憲法是「具

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時代特色
的好憲法」。現行憲法的歷史除了反映出
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奪取新民主主義
革命勝利、掌握國家權力的歷史性變革，
還包括了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
的路線方針政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紀元
的時刻，最終在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
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現行憲法。
此後對憲法個別條款和部分內容所作的

必要和重要修正，使憲法在保持穩定和權
威的同時，緊跟時代步伐。黃蘭發還指
出，十八大以來，中央堅持全面依法治國
基本方略，把維護憲法權威、保證憲法實
施擺到突出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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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十九大報告，更是彰顯
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依憲治國的堅定
決心，傳遞了建設法治中國的明確信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倡憲法日放假
王振民贏掌聲

昨日是香港首次舉行「國家憲法日」活
動。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笑言，香港在
每年10月1日國慶時有假期，「今天我們有
張建宗司長還有很多特區政府官員在這，我
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既然國慶是一個假
期，能不能把憲法日也作為一個法定假期？
給大家多一天放假。」說罷，全場掌聲雷
動。
王振民解釋，很多國家都把憲法頒佈當日列

為假期，內地也有學者提出有關倡議。他又提
到，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國旗法及
國徽法也早已完成本地立法，但憲法也是國家
重要象徵，「可以說是比國歌、國旗、國徽更
重要的象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中聯辦
法律部部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
民昨日在座談會發言時強調，國家憲法
是「母法」，香港基本法是「子法」，
不可能自成一體，批評有人將基本法當
成「香港憲法」是割裂香港和祖國的關
係。

提三層面理解憲法與特區關係
王振民提出以三個層面去理解國家憲法
與香港特區的關係：
一、憲法是國家主權、國家統一的根本

大法、根本法制保障。王振民表示，一個
國家只有一個主權，也只有一部憲法，國
家統一在法律上的表現為憲法統一，「一
個國家可以有很多法律制度，但一個國家
只有一部憲法。」

二、憲法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並對
香港特區產生政治及法律的效果。王振民
指出，憲法規定國家各方面的重要體制，
包括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制
度，及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
他認為，國家在這35年來取得循序、穩

定的發展，是因為擁有一部穩定的憲法，
令政治、法律環境趨向穩定，「這35年也
是香港發展最好的時期，其中20年是香港
回歸祖國以後。香港取得這樣的成績，我
覺得是跟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社會持續
發展有直接關係。」
王振民強調，憲法總體適用於香港特

區，雖然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特區
政府的組成與內地地方政府不同，但要尊
重內地的制度，港人也不應把憲法有關公
民要維護國家安全的規定排除在外。

他又指，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對香
港也有重大意義，因「一國兩制」是由中
共提出，並在1982年寫進憲法，「1997年
香港回歸祖國，就是納入到中國共產黨的
領導體系和國家的治理體系……中國共產
黨跟中國是分不開的，香港的命運和祖國
的命運密切相連，和中國共產黨的命運也
是密切相連。」
他認為，如果港人不認識憲法及中共，

就難以真正認識國情及與祖國打交道。
三、憲法是「一國兩制」的法律基礎

的依據。王振民表示，沒有憲法就沒有
「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基本法的權威及
效力來自憲法，憲法屬於「母法」，基
本法是憲法下的一部「子法」，因此憲
法毋須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就可對香港
特區產生效力。

憲法基本法血緣關係不容割裂
王振民強調，基本法不可能自成一體，

獨立於憲法，「有人想割裂基本法和憲法的
血緣關係，把基本法憲法化，說基本法是
『香港憲法』，和中國憲法分庭抗禮，本質
就是割裂香港和祖國的關係」，而有觀點稱
憲法只對香港有象徵性效力也是錯的。

港首辦「國家憲法日」黃蘭發座談會致辭強調：

堅決反對損害憲法權威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記者 甘瑜））昨日是第四個昨日是第四個「「國家憲法日國家憲法日」，」，香港首次舉辦相關活動香港首次舉辦相關活動。。中聯中聯

辦副主任黃蘭發昨日在辦副主任黃蘭發昨日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公佈施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公佈施行3535周年暨周年暨20172017年年『『國家憲法國家憲法

日日』』座談會座談會」」作開幕致辭作開幕致辭，，指出香港從回歸之日起就已經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當中指出香港從回歸之日起就已經納入到國家治理體系當中，，並迎來了並迎來了

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新憲制秩序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新憲制秩序，，增強憲法意識增強憲法意識、、維護憲法權威是香港社會的共同責任維護憲法權威是香港社會的共同責任。。

他闡述了堅持他闡述了堅持「「初心初心」」的三個要點的三個要點，，分別是尊重憲法權威分別是尊重憲法權威、、在國家憲法框架下理解把握基本在國家憲法框架下理解把握基本

法法，，及在全社會學習宣傳憲法及在全社會學習宣傳憲法。。他強調他強調，，堅決反對一切損害憲法權威的行為堅決反對一切損害憲法權威的行為。。

憲法是香港制度法律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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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基本法不能憲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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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昨日舉辦香港昨日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公佈施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憲法公佈施
行三十五周年暨行三十五周年暨20172017年年『『國家憲法日國家憲法日』』座談會座談會」。」。政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務司司長張建宗((左七左七))、、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中聯辦副主任黃蘭發 ((左八左八))等等
嘉賓出席主禮嘉賓出席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中聯辦副中聯辦副
主任黃蘭發主任黃蘭發
在在「「國家憲國家憲
法日法日」」座談座談
會上致辭會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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