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澤：以大灣區為重點推進互利合作

鄭國漢：賦予港經濟五大優勢

基本法是標準 不能信口開河
梁振英批反對派「公民提名」誤導 錯解隱瞞規定圖「去中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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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率團訪寧夏 探索兩地經貿合作

■梁振英表示，寧夏有很多品質優良的特色產品，
文化旅遊資源豐富。

「港人講地」fb專頁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全國政協
副主席梁振英於本月16日至20日，率領
香港經貿訪問團約50人到寧夏考察並進行
座談。梁振英表示，寧夏有很多品質優良
的特色產品，文化旅遊資源豐富，而香港
是一個外向型的經濟體，需要不斷在外面
尋找新的機會和新的合作夥伴。香港有廣
闊的市場、人才、營銷優勢，希望兩地探
索更多的合作方式，不斷提升合作層次，
例如將寧夏的羊肉、枸杞、葡萄酒等優質
產品，通過香港的平台推向全球市場。
是次由梁振英率領的訪問團，成員包括

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立法會

進出口界議員黃定光，香港葡萄酒商會創
會會長何耀康，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
葉慶寧等。寧夏自治區黨委書記、人大常
委會主任石泰峰，自治區主席咸輝，自治
區政協主席崔波均陪同考察。

重點考察投資旅遊酒業
訪問團一行分為3個組別，從貿易投

資、旅遊文化和葡萄酒產業3個方面進行
重點考察，分別到當地不同酒莊、中國枸
杞館、有機農業園區、銀川絲路經濟園、
閱海灣中央商務區、沙湖、鎮北堡西部影
城、賀蘭山岩畫、閩寧鎮等地，就葡萄

酒、枸杞、供港蔬菜、經貿投資、文化旅
遊、扶貧等情況進行實地考察。
梁振英在考察座談時表示，希望寧港兩

地應探索更多的合作方式，不斷提升合作
層次，如將寧夏的羊肉、枸杞、葡萄酒等
優質產品，通過香港的平台推向全球市
場，並特別提到寧夏的葡萄酒產業，可以
發展為葡萄酒為主題的「品酒旅遊」。
他指出，香港可以作為平台和樞紐，支

持寧夏葡萄酒業的發展，推動寧夏的文化
旅遊：「葡萄酒業是一、二、三產業都需
要的，現在寧夏葡萄酒一、二產業的技術
相當高，而香港在第三產業，包括葡萄酒

推廣、營銷、貿易方面非常出眾。」
石泰峰在座談中則表示，希望寧港兩地在

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上深化交流合作；希
在推進產業轉型上深化交流合作，發揮香港
創新資源豐富、資本市場發達的優勢，助力
寧夏產業轉型升級、企業做大做強；在文化
上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蘇錦樑表示，他在是次考察感受到寧夏

企業好的服務和高的品質，了解到寧夏悠
久的歷史文化資源，這對香港各個行業均
是一塊寶地。寧夏可利用香港在金融行
業、專業服務行業和物流方面的長處，提
升供應鏈和價值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倩）國家主
席習近平去年指出，在新時代國家改革
開放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
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
代的作用。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副主任徐澤在昨日
的研討會上指出，在新時代推進「一國
兩制」新實踐，要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正確處理「一國」與「兩
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同時要支持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等區域合作為重點，推進內地與
香港互利合作。

「一國兩制」解決港澳問題
徐澤在研討會上表示，「一國兩制」

是為實現祖國統一、民族復興的戰略方
針，亦是考慮到中國的現實需要，解決
港澳問題的最佳方案。香港基本法的產
生是經過充分討論，並廣泛發揚民主
的。基本法諮委會通過諮詢香港市民總
結提交的7冊諮詢報告，對基本法的起
草起了重要作用。
他續說，在正式提交基本法草案前，

草委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後在香港和
內地兩次公佈基本法草案的全文，廣泛
徵求意見，「特別是向香港居民徵求意
見，僅在香港就收集了近80,000份意見
和建議。」草委會認真研究了意見和建
議後，對條文作出了必要的修改。
徐澤說，一部法律的制定有如此高的

透明度及公眾參與度是未有先例的，充

分證明了基本法是集中了包括香港同
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集體智慧的結
晶，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法律化和
制度化。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
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最佳方
案，也是助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
最佳制度。同時，香港憑藉「一國兩
制」下的特殊優勢，在國家改革開放
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談到在新時代如何進一步落實「一

國兩制」，徐澤認為，首先要遵循憲法
及基本法的憲制秩序，正確處理「一
國」及「兩制」的關係，正確處理中央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亦要正
確處理內地與港澳的關係。
徐澤強調，習近平主席提出，香港澳

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應有之義，這就
要求內地與港澳相互尊重、包容，建立
和諧相處、優勢互補、共享協同發展的
關係。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以及大灣區
綱要的出台，都為港澳自身發展提供了
巨大平台。

■徐澤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倩）前中央
政策組全職顧問、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
高級研究員王卓祺在研討會上表示，基
本法的頒佈在香港回歸祖國前產生了兩
方面的積極作用：一是安撫、穩定民
心；二是對香港特區各方面的運作產生
了制度性的規範，而在這制度保障下，
香港在多方面雖仍待改善，但整體而言
市民都得以安居樂業。
王卓祺指出，在衡量民心穩定方面，

可以移民數量作為客觀指標：1982年中
英談判後，香港曾經出現一輪移民潮，

年移民人數最高達到6萬人。1995年，
移民人數開始降低，並開始出現加籍港
人、澳籍港人的回流潮。移民潮的方向
轉變，充分體現民眾是在真正「用腳投
票」。近年，香港移民人數亦在逐漸降
低，2017年，僅約7,000港人移民。
二是基本法的頒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各方面的運作產生了制度性的規範。他
以香港社會發展的各類指標為例，說明
香港包括醫療衛生、社會政策、教育等
方面都有所提升，而這些方面的提升都
是在制度保障下產生的。

他強調，雖然香港仍有許多方面需
要改善，但從綜合層面說，香港的社
會發展始終是好的。正是制度的保
障，讓香港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王卓祺：基本法穩民心助規範

■王卓祺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思文）回歸以
來，香港的經濟保持平穩發展，各項指
標均居世界前列。香港嶺南大學校長、
經濟學系講座教授鄭國漢昨日指出，要
把握「一國兩制」下的機遇，要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發展的機
遇變成具體的商機，特區政府和工商界
的心態至關重要。
鄭國漢指出，基本法第五章第一百零

五條至第一百三十五條為特區的經濟制
度和運作方針設立了基本框架，制定了
跨越1997年7月1日的本地政策和國際
協議的過渡安排，包括財政、金融、貿
易和工商業、土地契約、航運幾大方

面，為香港的財政、金融、貿易和工商
業發展供了其他經濟體沒有的機遇。
鄭國漢指出，基本法為香港經濟發展

提供了五方面的優勢：
一是法律保障，基本法第一百零五條和

第一百零六條規定，香港特區依法保護私
人和法人財產、企業所有權和外來投資；
二是財政自主，基本法第一百零六條

規定，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不用上
繳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會在特區徵
稅，特區亦不用分攤國防費，令更多資
源可以用於特區本身的發展，否則香港
政府和香港企業和市民的儲蓄總量必然
下降；

三是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四是獨立關稅區保持香港自由港地位

和相關政策；
五是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

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佔中」九

犯日前判刑，而這79日亂狀的主因，是反對

派堅持特首普選要有「公民提名」。全國政

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日批評，這是誤導追隨

者，隱瞞基本法的明確規定。他強調，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中已寫明特首普選要由提名委

員會提名後普選產生。任何人在談論「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體落

實問題時，基本法就是標準，社會上有部分

人有意無意錯誤理解基本法條文，否定或質

疑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意圖「去中央

化」。

法律就是法律
「違法達義」須劃句號

在討論環節中，梁振英在談到違法「佔
中」時表示，不能繼續容忍所謂「違法達
義」的說法。
工聯會會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

在論壇最後環節進行提問時問到：「香港
法制情況是不是變差了呢？非法『佔領』以來，社會對
法治的衝擊，令人擔心，我們應該怎樣繼續？」
梁振英回應說，所謂「公民抗命」是「違法達義」

的。他表示，每個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義」，有人認
為沒有「公民提名」的行政長官普選就是「不義」，因
此就用違法的手段，「佔領」香港鬧市79天；同樣可
以有人認為香港今天的房屋問題是不義的，於是「佔
領」一些空置的住宅單位；又或者有人認為今天的貧富
差距是不義的，因此要劫富濟貧，「所以我們不能容許
這種說法，我們一定要在社會上有足夠的輿論，將『違
法達義』劃上句號，法律就是法律。」
梁振英還強調，無論在朝還是在野的政治領袖都必須

負責地向支持者說出真相。他相信，許多人並不清楚基
本法中白紙黑字的規定。29年前，基本法已指出特首提
名是由提名委員會提名，並無所謂「公民提名」，「我
們一定要忠於法律，這就是法律事實。」
就部分人擔心人民幣最終會令港幣「消失」的問題，

梁振英表示，港幣與美元掛鈎，香港亦是中國最大的人
民幣離岸中心，香港其實可借此優勢為國家的發展作出
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倩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香港發展論壇昨日舉行基
本法頒佈29周年研討會，主題為「『一國兩

制』在香港的落實與成就」，梁振英和全國港澳研究會
會長徐澤、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與前中央政策組全職顧
問王卓祺擔任演講嘉賓。
梁振英指出，在中央與香港關係和政制方面，社會上

有部分人有意無意錯誤理解基本法條文，否定或質疑中
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意圖「去中央化」。

政改方案 需人大常委會批准
他以上一次政改為例，指有人發表公開言論稱中央政

府在修改特首產生辦法問題上「搬龍門」，將產生辦法
的修改要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改為「批准」。他
批評此講法錯誤，並指出基本法通過以來，修改行政長
官選舉辦法都需要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梁振英批評，反對派當時提出所謂「『公民提名』必

不可少」的口號，其間聲稱只有「公民提名」的特首普
選才是「真普選」，意圖向追隨者隱瞞基本法的明確規
定，又一次重大誤導，因為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中寫明，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特首權力大 須中央授權
他並強調了特首由中央任命的實質性、必要性和合理

性。由於特首的權力比一般西方民主國家的地區行政首
長較大，所以其權力並不完全來自於地方選民透過投票
選舉的授權，同時還加入了中央政府的額外授權。
曾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梁振英，又展示了其

中的5份基諮會的報告。他表示，基諮會秘書處有30名
全職工作人員，幾乎每日都為諮委安排和組織各種會
議、接受市民到秘書處與諮委交流，亦將各種各樣的意
見匯集成報告提交基諮會參考，並向全社會公開，也對
一些複雜問題展開調查研究，並作出調查報告。
他續說，就草擬基本法進行的諮詢，是香港有史以來

最廣泛、時間最長、最深入的，基本法也是後過渡時期
穩定民心、增強投資者信心的重要力量。
梁振英強調，如今基本法已經頒佈29年，任何人在

談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具體落
實問題時，基本法就是標準，不能架空具體法律條文，
只談理念，信口開河。明年就是基本法頒佈30周年，
梁振英認為，大家更應全面、深入、有針對性地宣傳和
解釋基本法的具體規定，避免誤解和誤導。

 &
■鄭國漢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壹傳媒集
團和旗下的
報刊、媒體
捏造新聞、
侵犯私隱、

挑戰良知底線的劣跡屢見不
鮮，已經成為香港新聞界之
恥。梁振英昨日在一活動中
斥責不良媒體新聞造假，不
讓香港人接觸事實，惋惜一
些香港市民選錯了自己看的
報紙。他希望香港年輕人在
選擇媒體的時候擦亮雙眼，
用香港和全球正在發生的事
實作出正確判斷。
梁振英舉例道，《蘋果日

報》經常用「黑警」來污名
化香港警察，「如果真的是
『黑警』，那麼香港的交通
安全和社會治安怎會是世界
最好的國家和地區之一
呢？」
他指出，英國警方對倫敦

的暴亂進行「清場」，「倫
敦警方沒有等79日，甚至
更沒有等足7.9日，就開始
『拉人』了」，而1971年
參與保釣示威的青年學生，
在維多利亞公園進行絕對和
平的示威，卻被當時的皇家
香港警察打到頭破血流，
「這樣的警察又算是什麼
呢？」
■香港文匯報記者杜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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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研究中心與香港發展論壇
昨日舉行基本法頒佈29周年研討會。梁
振英和徐澤、鄭國漢與王卓祺擔任演講嘉
賓。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梁振英批評，反對派堅持特首普選要有
「公民提名」是誤導追隨者，隱瞞基本法
的明確規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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