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前行政

長官梁振英在4月號新一期《紫荊》

雜誌發表文章，回顧當年基本法的起

草工作。梁振英指出，基本法的起草

工作是民主、慎重和細緻的。基本法

是民主的、是有廣泛代表性和深思熟

慮的憲制性法律。基本法頒佈後，香

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具體內涵有更

全面和深入的認識。有了基本法的規

定，香港的民主進程、民主安排，以

及民主運作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也

不是任何外國的翻版，而是「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落

實。他認為對於近年香港社會再次出

現有關政制發展以及中央和香港關係

等問題的爭拗，正本清源之正途還是

全面認識、全面擁護和全面落實基本

法。

梁振英這篇題為《全面認識、全面擁
護和全面落實基本法》文章全文如

下：
1996年，香港回歸前一年，一位台灣朋
友問我：「『九七大限』快到了，為什麼
香港的房地產還在漲？」其實當時還有一
個重大現象是這位台灣朋友不知道也不會
理解的，就是大批早前移民到外國的香港
人正趕在「九七」前回流香港，不少人還
擔心移民之後會喪失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
性居民資格。
1982年，中國政府宣佈收回香港，並在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當時不少香港人不完全
理解，也不完全相信這個史無前例的安
排。因此在隨後的幾年，香港確實面對過
信心問題，但隨着基本法諮詢和起草工作
在1985年的全面鋪開，香港人對「一國
兩制」在香港的落實有了廣泛的參與和更
深入的了解，對香港前途的信心逐步恢
復。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是民主、慎重和細緻

的。起草工作用了將近5年時間，先後有
1988年的《草案(徵求意見稿)》和1989年
的《草案》，兩者都進行了歷來最大規模
的全港性諮詢。我當時是基本法諮詢委員
會的秘書長，率領30多名全職秘書處人
員，在執行委員會的領導下，執行諮詢工
作，並將意見和建議收集、分析、總結，
呈交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參考，同時向全
社會公開，力求將工作做到巨細無遺。舉
例說，《草案(徵求意見稿)》和《草案》
除了中英文版外，還有盲人凸字版和語音
錄音帶，還拍了有關香港回歸的錄像帶；
《草案(徵求意見稿)》和《草案》放在900
多家銀行分行免費派發，各派了近100萬

本。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來自各界別和各階
層，包括大學生和小商販在內的委員共
180人，大大小小的會議和落區的諮詢會
不計其數，會議和諮詢形成的各種各樣的
意見和建議及時交付草委會。因此說基本
法是民主的、是有廣泛代表性和深思熟慮
的憲制性法律，絕不為過。基本法在1990
年誕生之後，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具
體內涵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認識，因此促成
了社會的進一步穩定，也成為移民港人回
流的信心和動力。

基本法涵蓋港人生活各方面
香港基本法共有160條，涵蓋香港社會
運作和香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說第
五章(經濟)第三節(航運)就有以下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經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繼
續進行船舶登記，並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法律以『中國香港』的名義頒發有關證
件。」雖然沒有引起廣泛注意，但這也是
「一國兩制」的具體體現。近年在香港以
「中國香港」名義登記的船舶總噸數節節
上升，帶動了香港比碼頭業務更高增值的
航運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香港作為國際
航運中心向航運服務業的升級轉型，這是
基本法吸引了業界眼光的一個例子。
當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諮詢委員會

以至全社會在政治體制問題上投入了很多
心血，因此基本法「政治體制」一章是千
錘百煉、吸納各方意見和求同存異的結
果，更是全香港社會必須遵守的憲制性法
律。有了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的民主進
程、民主安排，以及民主運作都不再是抽
象的概念，也不是任何外國的翻版，而是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落實。換句話說，香港的政制發展不是

根據抽象理念的政制發展，而是必須符合
基本法的政制發展。舉例說，基本法第四
十五條對普選行政長官有這樣的規定：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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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近年有人提出要由「公民提名」產
生行政長官候選人，就是違反了基本法，
也就是無法實現的。
我還想提另一個例子，近日香港和西方

國家的一些政客往往會提出「高度自
治」，作為僭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央
人民政府權力的借口，而隻字不提基本法
在「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一章
以及在其他章節中賦予中央廣泛權力的事

實。

基本法如「定海神針」穩定社會
基本法頒佈後，香港社會趨向穩定，因

此當年有人形容基本法為「定海神針」。
對於近年香港社會再次出現有關政制發展
以及中央和香港關係等問題的爭拗，我認
為正本清源之正途，還是全面認識、全面
擁護和全面落實基本法。
當我們準備慶祝香港基本法頒佈30周

年之際，我不期然想起1988年為推廣基
本法諮詢工作拍的電視宣傳片，在宣傳片
中徐小鳳小姐唱：「關心這是你我的香
港，關心這是你我的未來……」這兩句歌
詞歷久猶新，香港的未來，就是要靠基本
法。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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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基本法 共融減爭拗
梁振英回顧起草工作 指港民主運作不是外國翻版

編者按：今年是基本法頒佈 30 周
年。全國人大在 1990 年 4 月 4 日通過
頒佈基本法，將「一國兩制」偉大構
想透過法律呈現出來。作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重要的憲制性文件，基本法奠
定了特區實行的制度。基本法頒佈
30 年來，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
等各方面雖然經歷不少變遷、起跌，
但國家對回歸後香港的基本方針政
策，也就是「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和高度自治，透過基本法得以全
面實施。回顧歷程，總結經驗，前瞻
香港實施基本法的發展，在時下的香
港別具意義。香港文匯報今天開始推
出「基本法頒佈30周年」專欄，以饗
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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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由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出版的
大型畫冊《哭泣的城市—香港修例風波實錄》
於前日開售後，除了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和
中華書局外，部分獨立書店如田園書屋、榆林
書店、漢榮書局及樂文書店也從物流系統訂
購。出版社負責人指出，這些所謂的獨立書
店，或者小型書店雖然進貨數量有限，但也是
一種特別現象。
出版商還指，除書店外，畫冊也在全港可售

賣書本雜誌的超過1,000間便利店和報檔上
架，昨天有多家便利店已出售一空，出版社即
日已完成加量補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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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泛暴區議員醜聞
不絕。元朗區議員伍健偉被指利用公帑租下的辦事處
進行口罩生意謀利，並將區議會公帑購置的搓手液當
作口罩商品的贈品，伍在其facebook平台宣傳該「生
意」時，更以「港獨」歌曲作背景音樂。多名政界人
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伍健偉利用公帑宣揚
「港獨」，完全有違議員的身份。元朗民政事務處則
表示會作出嚴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伍健偉的fb有關內容，發現
該宣傳短片更用上《願榮光歸香港》的「港獨」歌，
變相有關搓手液、公帑支付的議辦營運都被利用來宣
傳「港獨」。就有關事件，香港文匯報昨日致電伍健
偉查詢，惟伍的議員助理稱伍健偉正忙於處理「被捕
後支援」，「好忙」未能回覆。

李月民斥無標明區會贊助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直斥，伍健
偉做法無法無天，利用區議員營運開支租用的辦事處
及聘用的職員參與售賣口罩謀利生意，更將區議會公
帑購置的搓手液當為贈品，當中卻沒有標明「元朗區
議會贊助」字樣，但民政事務局及區議會秘書處竟視
而不見，他要求局方立即停止發放區議會酬金及營運
開支，並轉交執法部門跟進。

梁志祥：濫用資源應徹查

全國政協委員、新社聯會長梁志祥表示，今屆區
議會被泛暴區議員把持，每次會議只流於宣示政治立
場，地區事務毫無寸進，近日更多次揭發濫用議會資
源的事件，情況更愈來愈惡劣，當局絕對需要徹查，
採取適當行動，不能視而不見。
他更強調，絕對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鼓吹「港

獨」行為，何況是公職人員，更加不能接受。

陳學鋒：可停發營運開支
「議會監察」召集人陳學鋒表示，區議會的開支
為公帑，必須審慎運用，民政事務總署就區議員如何
使用公帑有嚴謹規定，若有違反，署方有權拒絕向涉
事議員發放營運開支，及有關項目的開支款項。若由
議員預先墊支款項，經查明不合申報要求，議員便須
自行支付，及須向署方詳細解釋，清楚交代。陳學鋒
批評，伍健偉以區議員身份及公帑宣揚個人的政治立
場，做法有問題。
元朗民政事務處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強調，若

有違反「區議員酬津指引」等情況，會作出嚴肅跟
進。有關指引規定，區議員如以營運開支償還款額及
其他實報實銷的津貼/開支償還款額支付辦事處的運
作開支，須確保辦事處是用於執行區議會職務，此
外，還須符合「不得在區議員辦事處內進行商業活動
或牟利活動」、「任何時間均須避免有實際或潛在的
利益衝突」等原則和指引。而《元朗區議會運用區議

會撥款守則》亦要求獲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宣傳物
品展示區議會的名稱，以及盡可能展示區議會的徽
號，並說明活動由區議會資助。

伍健偉公帑宣「獨」民政處嚴肅跟進

■伍健偉被指將區議會公帑購置的搓手液當作口罩商
品的贈品。 伍健偉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曾因參與理大暴動而
被控暴動罪的元朗區區議員林進，日前
仿效離島區區議員王進洋在網上發表
「終止服務聲明」，拒絕服務支持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市民，惹來各界批
評。民政總署近日亦收到大量電郵和信
件投訴王進洋，已轉介相關投訴予離島
區議會主席跟進。民政總署發言人昨日
表示，有關行為涉嫌違反《區議員及區
議會轄下委員會成員操守指引》。
民政總署亦提醒王進洋《有關香港特
別行政區區議會議員酬金、津貼和開支
償還款額安排的指引》（《酬津指
引》）內的指導原則，即區議員使用公
帑時，須遵守公開、公平和問責的原
則。王進洋議員的有關言行可能未能合
乎《酬津指引》內的指導原則。
民政總署亦已轉介相關投訴予離島區
議會主席跟進，並希望離島區議會能秉
公處理，確保議員的言行不會危及或損
害其個人誠信、公正、客觀判斷力或履
行職務的能力，令區議會的信譽受損。
民政總署發言人表示，區議員就市

民對個別事宜的立場而作出歧視性的
對待，只會分化社會，與建設社區、
促進不同人士參與社區事務的精神相
違背。

市民促罰林進停薪
另外，元朗區區議員鄧鎔耀聯同逾30
名市民昨日到元朗民政事務處抗議，批

評林進此舉或涉違反區議員操守指引。
市民手持「強烈抗議林進違反議員操
守，歧視選民」的橫額，高叫「無視市
民訴求、愧對市民期望、有負市民委
託」的口號，要求政府即時停止向林進
發放區議員薪津，直至其遵守議員操守
並履行議員職責，同時要求政府盡快就
第二十三條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灣仔區議
會昨日又上演鬧劇，副主席麥景星突然提出
要求加入「反對第二十三條立法」的議案，
主席楊雪盈引用「酌情權」批准討論。灣仔
民政處會前指，該議案不符合《區議會條
例》，所有政府工作人員開始討論時離席，
最終雖有1人動議、6人和議，但僅得4票支
持而被否決。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表示，灣
仔區議會越權討論相關議題，明顯違反基本
法，奉勸泛暴派不要再「為做騷而做騷」。

秘書處離席 楊雪盈硬要傾
在昨日的會議上，當開始討論是否將「反
對第二十三條立法」加入議程時，灣仔民政
事務專員陳天柱即帶隊離席，主席楊雪盈在
秘書處不在場做記錄的情況下，仍要求議員
繼續發言。建制派議員李碧儀斥「反對第二
十三條立法」毫無迫切性。就連「傘兵」出
身的李永財亦反對討論，又奉勸泛暴派「同
路人」，不要再通過「玩政治」的方式增加

自己的政治本錢。

謝偉俊斥「實踐」議會暴力
「創建力量」謝偉俊強調，「反對第二十
三條立法」的動議在程序上和原則上都不正
確。首先明顯違反《區議會條例》，楊雪盈
可以被起訴越權，秘書處也不應該參加。其
次，第二十三條立法連諮詢都沒開始，完全
沒有迫切性。
他又揶揄一直標榜「議會公義」的楊雪盈，

自己當主席後就「一手遮天」，完全「實踐」
了議會暴力，呼籲大家看清她的本性。

盧瑞安批超越區會職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強調，區議會的

主要職責是地區事務，越權討論「反對第二
十三條」，完全是越俎代庖。他指出，第二
十三條立法是基本法規定特區政府的憲制責
任，「反對第二十三條」完全沒有法律依
據，更違反基本法。

動議「反二十三條」
灣仔區會涉越權

民政總署：王進洋涉違區員操守指引

■鄧鎔耀聯同市民到元朗民政事務處抗議，批評林進涉嫌違反區議員操守指引。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

■梁振英 資料圖片

■除書店外，《哭泣的城市》也在部分便利店
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