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港應尊重內地制度
批部分港人不接受憲制新秩序 強調中央堅守「一國兩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范童）香港回歸祖國、實行「一國兩

制」接近21年，但至今仍有人以「兩制」抗衡「一國」，不認同

甚至反對內地實行的制度。特首林鄭月娥昨日批評，香港有部分

人不接受回歸後的憲制新秩序，她強調回歸以來中央都是堅守

「一國兩制」，尊重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我覺得一個合理說

法，我們亦應該尊重內地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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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讚午餐會增溝通 籲反對派握好橄欖枝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自己就「一地兩檢」發表過

的一番言論，引來了部分立法會議員和
法律界人士的一些迴響，「我說對於
『一地兩檢』的工作，我們認為有足夠
的憲法和法律基礎，部分法律界人士和
立法會議員認為沒有。我認為我觀察了
一段時間後，這個就是有部分人士，儘
管回歸都快21年，都不接受憲制的新
秩序。」
她續指，之後就有人質疑其說法，
又不點名提到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
莊，「好像最近在立法會審議時，亦有
一位議員指這是否林鄭特首作出來的憲
制新秩序？」

回歸完成港憲制大轉變
林鄭月娥又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
會原主任委員喬曉陽日前在香港基本法
研討會上，就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
年7月1日視察香港時發表的重要講

話，指回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
轉變。
她說：「由回歸當天，即1997年7

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正正體現了這
個憲制秩序的大轉變，因為我們已經成
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憲法下規定
的基本法一個重要體制。」
她強調，中央多年來堅守「一國兩

制」，尊重香港實行資本主義，香港社
會也應尊重內地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社
會。
另外，被問及一些叫喊「結束一黨

專政」的人在香港會否有法律後果，
林鄭月娥表示，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已
指出憲法中沒有「一黨專政」的說
法，她很難具體或保證地回答喊這些
口號的後果，重申一切依法辦事，
「如果有些事是要講法律基礎、要講
事實的證據，行政長官很難在此預見
將來會發生什麼事而作一個確保或者
一個保證。」

部分中學歷史教科書用字有欠準確清
晰，被專家評審小組要求跟進修正，個別
反對派卻就此大做文章，唯恐天下不亂。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回應事件，強調教科書用字精準、準確一點
無可厚非，例如中國「恢復行使在香港的主權」較「收回」的
說法精準。她認為部分人對此過分敏感及過分解讀，呼籲他們
放下有色眼鏡。

「恢復行使」說法無可厚非
林鄭月娥昨日在行政會議前指出，評審教科書的工作由評審委

員會做，並非由政府或她本人主導。她表示，看畢是次委員會的
看法後認為，「有些東西一向都是這樣說、一向都是這樣寫，沿
用便可以了，但如果可以精準一點、準確一點，尤其是教科書，
亦無可厚非。」她又認為，社會部分人有點過分敏感及過分解讀
了，呼籲他們不要以戴着有色眼鏡的態度看這些事情。
她指出，有關「中國收回香港主權」的說法，近日很多評論
員均認為不準確，包括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因為中國從來都
沒有把香港的主權交予第三者，所以在香港基本法的序言中，
亦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行使在香港的主權。她表示，「恢
復行使」是更加精準的說法，修正是無可厚非。

楊潤雄：不存在無準則問題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亦表示，由於教科書會影響學生學

習，所以用字必須正確。他重申，教科書評審制度是由局內科
目專家加上大專學者及前線教師組成的評審小組，就書中內容
前文後理向出版社給予專業意見，並不存在沒有準則的問題，
而近日亦有資深校長或專家對教科書內容表達了和評審小組相
合的意見，相信教師在教學時不會遇上困難。
對問及會否增加透明度，公開評審小組意見及成員資料，楊潤

雄指教科書評審制度保密有實際需要，因要防止出版社及評審員
知悉對方，避免潛在利益衝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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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中
聯辦主任王志民日前出席立法會午餐
會，提出加強與立法會交流、溝通，
包括邀請議員到中聯辦作客，及協助
議員到內地考察。多位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昨日指出，香港未來發展與內地
息息相關，議員加強與中聯辦溝通是
必要之舉，有助消除不必要的誤會。
他們呼籲，反對派為香港整體着想，
應握好這橄欖枝。

黃玉山：對港發展定有好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香港公

開大學校長黃玉山表示，中聯辦如果能
與立法會議員有更多溝通、來往，不論
是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對香港發展肯
定有好處，「增加彼此了解，可以消除
一些不必要的誤會」，又指中聯辦顧名
思義是中央在香港的聯絡機構，與香港
各界溝通是他們的職責所在。
他認為，香港作為國家一分子，與內地

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將有更多合作，特別
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即將出台，「所以有
否特定議題去溝通其實不重要，有的話固
然可以就這些議題溝通，沒有的話也可增
強互信，為往後合作或就特定議題溝通建

立基礎。」

吳亮星：與中央溝通是責任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中銀香港信託董事

長吳亮星認為，中聯辦與立法會的溝通應
是全面的，因為這是「一國兩制」之下中
央與地方的關係，「中聯辦的角色是代表
中央去聯絡香港這個地方的，地方與中央
間有必要緊密溝通及合作，令雙方可以了
解各自可以發揮的方面，所以溝通應是全
面的，無論是政治、經濟、民生、文化等
方面。」
曾任立法會議員的吳亮星又指，加強與

立法會溝通一直是中聯辦的意願，也是必
要之舉，但這需要立法會議員有同樣意
願，「他們是代表着各自的界別及選民
的，有一定代表性，應該看到主流民意是
希望他們與中央多溝通，這是他們的責
任，不要因為有所謂『心魔』或別的原因
而不去做。」

蔡素玉：反對派應積極回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前立法會

議員蔡素玉指出，反對派如果希望達至
「大和解」，不加強與特區政府及中聯
辦溝通是不成事的，雖然他們已踏出很

好的第一步，派員參加立法會大灣區訪
問團，但是次王志民主任伸出橄欖枝，
提出日後大家更多來往，「反對派經常
說希望中央聽到香港人的聲音，現在機
會來了，大門開了，他們應該積極回
應，不要講一套做一套。」
她又指，過去幾年反對派什麼都反，

除了令普遍港人感到不耐煩，也令他們
部分支持者的心態轉變，「這些人過往
可能對反對派有所期待，會為香港『夠
膽頂』，但發現他們近年對香港好的壞
的都反對」，反對派應該要注意到這點
並有所調整。

王庭聰：以市民利益為依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工商總會主

席王庭聰認為，王主任這次應邀到立法
會出席午餐會，與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各
黨派議員互動交流，坦誠溝通，表明中
央與香港社會各界都希望可以求同存
異，解決香港經濟、民生等多方面的發
展問題，推動香港良好管治、維護國家
安全。
他又指出，立法會議員作為民意代

表，應該以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為依
歸，不應該將經濟、民生議題政治化，
「既然中央已明確釋出善意，若部分議
員依然為反而反，只顧宣洩政治立場而
阻礙施政，相信市民會看清他們的真面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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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前日應邀出席立法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前日應邀出席立法
會午餐會會午餐會，，與各黨派議員交流溝通與各黨派議員交流溝通。。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強調，回歸以來中央尊重香港實行資本主義，
香港亦應該尊重內地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昨日會見了到
北京參加培訓的澳門特區政府全體主要官員和檢察長。
韓正讚揚，澳門回歸以來，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得到了有
效落實，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也得到全面、充分
的保障。韓正對澳門管治的充分肯定，對香港有深刻啟
示。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是港澳特區的共同責
任，維護中央管治權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
正是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關鍵，香港管治
團隊同樣需要深入領會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的一系列
新觀念、新思想、新戰略，增強國家大局意識，履行維
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提升管治水平，不負中央和港
人對管治團隊的信任和厚望。

港澳回歸祖國，都實行「一國兩制」。儘管港澳由於
歷史淵源、發展路徑有不同，兩地情況不能完全相提並
論，但是，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的要求和目標是
一致的。澳門回歸以來並未發生過衝擊「一國兩制」的
重大事件，反映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在澳門得到有效落
實，澳門的高度自治權也得到充分保障；同時澳門已完
成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提供切實
的法律保障。相比之下，香港迄今仍未能完成基本法23
條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存在短板和漏洞，不少影響以至
威脅國家安全的隱患尚沒有得到有效清除，也成為威脅
香港繁榮穩定的重大風險，如何盡快彌補國家安全短
板，充分落實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是香港需要面對
的重大課題。

中共十八大以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一國兩制」的
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新觀念、新思想、新戰略，極大地
豐富了「一國兩制」的理論、戰略和政策。去年7月1
日，習近平來港出席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並發表重
要講話時指出，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

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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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這樣，「一
國兩制」這艘航船才能劈波斬浪、行穩致遠。去年在中
共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又強調，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
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
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有關
的論述已成為習近平新時代治國理政的重要方略之一，
並寫入了黨章和憲法。

中央一再強調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履行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的憲制責任，就是針對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中出現的一些變形、走樣的風險和隱患及時提醒，希望
香港的管治團隊在落實「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必須正
確認識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和權力來源，承擔起四方面
的管治責任：包括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
責任；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的責任；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努力實現國家富強、民族
振興、人民幸福的責任；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責
任。管治團隊要認真領會中央落實「一國兩制」的精
神，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努力完善與基本法實
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堵塞國家安全的漏洞。

管治團隊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的重要抓手，
在落實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方面扮演無可替代的角色。
香港特區政府也應參考澳門的做法，安排管治團隊到北
京接受培訓，更深刻地認識在國家新憲制秩序下，如何
把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和香港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落
實到具體工作，引導香港市民正確看待和處理「一國兩
制」的關係。這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發
展機遇，實現兩地互利共贏，肯定大有裨益。

管治團隊增強國家大局意識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智經研究中心昨日公佈一項民調顯示，

超過65%市民認同以公私營合作模式發展
土地建屋，不應該因為議題敏感而放棄。
公私營合作發展，是增加短中期房屋供應
的現實可行途徑，值得積極研究。社會上
有聲音將公私營合作模式與所謂「官商勾
結」畫上等號，是以偏概全，帶「有色眼
鏡」看問題。其實，只要堅守合法合規、
公開透明、嚴格監管三個原則，有關合作
就可以釋除公眾疑慮。本港土地房屋問題
已成燃眉之急，決不能再因噎廢食，斬腳
趾避沙蟲。

公私營合作模式開發農地，就是政府建
設交通基建，提供誘因予發展商改劃手上
的農地，但要確保政府能取回一定數量的
公營房屋，從而達至雙贏。現時發展商手
上的農地儲備不少於1,000公頃，是短中
期內落實建屋的重要土地來源。這些土地
缺乏道路、水電等基礎設施，公私營合作
是最快捷的發展方法。有意見要求政府收
回這些農地建公營房屋，但過程涉及收地
賠償，難免曠日持久，費時失事。

社會上反對公私營合作的主要原因，無
非是擔心政府輸送利益給發展商。這種擔
心，如果是出於建設性角度，要求完善機
制，確保公私營合作做到公平、公開、公
正，是合理和值得尊重；但如果以「官商
勾結」為藉口，將行之有效的公私營合作
污名化，甚至拒絕就此討論，則顯得狹隘
甚至別有用心。回歸後，西九文化區的土

地之所以荒廢近 20 年，長期「曬太
陽」，正是因為反對派不斷以「官商勾
結」的質疑窒礙發展，教訓深刻，值得引
以為戒。

黑箱作業、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與公
私營合作並無必然的邏輯關係。只要設立
具公信力的獨立機制，加強對公私營合作
的監察，保證過程合法合規、公開透明，
完全可保障公眾利益，達至多贏效果。香
港今日的房屋困局，正是由於過去一段時
間，覓地建屋受到政治化的干擾，意見紛
紜，政府和社會難以達成共識，發展遠遠
落後社會的需求。若仍然在覓地建屋上議
而不決、決而不行，置下一代的住屋需求
於不顧，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事實上，公私營合作發展在香港和海外
不是新事物。回歸前，沙田新市鎮的發展
就是由4間發展商聯手進行填海、平整和
建造工程，最後7成土地興建公營房屋和
基建，其餘就興建私人屋苑，成為後來的
「沙田第一城」。在英國，倫敦市政府規
定，如果發展商能夠提供三成半的「可負
擔房屋」，就可以加快規劃申請程序。無
論是自身經驗還是他山之玉，這些成功經
驗都可資借鑒，為香港解決當前的房屋難
題提供可行之途。增建房屋刻不容緩，任
何可以加快覓地建屋的模式，政府都應大
膽嘗試，只要以市民利益為重、做好透明
監察，相信大多數市民都會支持。

（相關新聞刊A8版）

勿用「有色眼鏡」看待公私合作發展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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