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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6日出
席港澳政協委員聯組討論時指出，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的長期執政。全國政協
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陳永棋（見圖）7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2017年普選行
政長官，必須設有門檻，確保選出的特首是愛國愛國人士，不會與中央對抗。陳永棋
又指出，反對派以 「佔領中環」 要求特首選舉的低門檻可能會造成社會危機，令香港
人可以得到的普選得不到，呼籲各界為政制發展要作出妥協，不要各走極端。

【本報記者石璐杉北京七日電】

俞正聲昨日指出，
2017年普選，如果出現
和中央政府對抗的力量
，離心離德的力量在香
港執政，對香港不好，對

國家也不好。陳永棋亦指出
，將來普選的特首不可能是同

中央對抗的人， 「基本法寫明，
特首要向特區和中央政府負責，點可以同中央對抗？
」陳永棋認為，這是中央的底線。他說，身為一個香

港人，非常希望2017年普選特首和2020年普選立法會
能夠實現。但陳永棋認為，現在香港各走極端，他對
普選的實現有些悲觀。

陳永棋表示，愛國愛港人士治港，是特首的一個
重要標準，在中英談判時鄧小平就講得很清楚，將來
治理香港的一定是以愛國愛港人士為主體。他強調，
將來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要確保選出的人是愛國愛港
的，不會同中央對抗，必須經過一個程序，有一個門
檻。至於何謂與中央對抗，陳永棋指出，中國憲法寫
明，中國是由共產黨帶領下的多黨合作制，如果想推

翻中國共產黨的，即是與中央對抗。問及是否所有反
對派都屬於與中央對抗人士？他回應稱，並非指反對
派不可以做候選人， 「如果他不是與中央對抗，無論
他是哪個政黨（都可接受）。」

轟反對派「佔領中環」激發極端
對於反對派揚言以 「佔領中環」的方式，要求一

個極低的門檻普選特首，但如果有中央不接受的候選
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因此，必須有篩選。他認為
， 「佔領中環」可以造成危機，令香港人可以得到的
普選得不到，激發兩方面各走極端。 「各走極端的時
候，輸的是香港人，政治需要妥協，為何不可以妥協
呢？」

此外，對俞正聲指舉起港英殖民地旗的行為太過
極端，陳永棋指出，這說明中央十分介意有關問題。
他說，在清朝和民國時期，中國備受外國欺壓，但如
今在香港仍有人會舉殖民地時期旗幟，這是非常不明
智。陳永棋認為，在遊行中揮動殖民地旗的年輕人 「
玩」的性質較大，但會 「玩出火」， 「好唔合適，對
『一國兩制』好大衝擊」。

張德江講話增強港人信心
【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七日電】對於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團小組會上表示，中央對港政策不會也
不必改變，多名港區人大代表均表示認
同，認為張德江的講話增強了香港人的

信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

譚惠珠認為，張德江所講的都
是事實，香港現時地區有不少

炒作的議題，今次講話是重申中央
支持香港、對港政策始終如一的立

場。作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她表示，可
積極為香港發聲，亦要好好學習國家大政
方針。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
范徐麗泰則認為，這次與張德江會面，是
中央領導人對香港的成就和優勢有清晰的
表述。范徐麗泰又表示，中央對港政策清
晰及具有邏輯性，一脈相承、堅定不移，
所謂收緊 「一國兩制」的言論純屬炒作。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黃玉山指出，早在草擬基本法的時期，已強調
既要堅持 「一國」的原則，亦要保持 「兩制」獨有的
性質，相信張德江今次的講話是重申中央立場，
提醒以往對 「一國兩制」有誤解的人，準確認識有
關概念。

重申 「一國兩制」 不變
對於張德江期望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積極為國家發

展獻言獻策，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羅范椒芬表示，香港人若看到社會事情要發表意見，
都應該發聲，不要讓香港社會在某些平台的聲音一面
倒，相信只要是中肯的評論，都是為香港好的。羅范
椒芬又表示，張德江在講話中引用了很多例子，證明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的政策不會改變，相信

可消除香港人對近期一些炒作的疑慮。
新當選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

長陳勇則表示，社會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社團
領袖、專業精英等都有很高期望，因此作為人大代表
，應堅持愛國愛港，多了解國家發展以及香港的政策
措施，在促進香港與內地的交流、合作方面擔當橋樑
角色。

【本報北京
七日電】立法會
內的建制派議員
會定期舉行飯局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於北京表示，建制派
議員計劃在本月23日
至24日到前海和南沙
考察，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已答應出
席建制派議員的座談
會，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或會同行。譚耀宗
指，沒有為座談會定
下特定議題。

身兼全國政協委
員的譚耀宗於北京出席全國
兩會，他透露，已邀請所有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於本月23
日到前海視察，當晚會入住
南沙賓館，而王光亞則於晚
上出席他們的座談會，但暫
時沒有特定議題，張曉明亦
可能會參加今次的考察。

譚耀宗表示，國家 「十
二五」規劃中提到前海發展
，因此建制派議員希望了解
有關前海的發展和稅務構思
，但由於路線關係，他們不
會到橫琴視察。至於反對派
議員會否有機會同行，譚耀
宗笑說，這並非他力量可安
排到的事。他又指，今次在
北京遇到廣西自治區黨委書
記、中聯辦前主任彭清華，
對方邀請他到廣西視察，而
他亦希望有機會可以抽空前
往。

港 代表委員回應

【本報記者石璐杉、陳錦輝北京七日電】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
會議主持人俞正聲6日出席港澳政協委員聯組討論
時指出，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長期執政，
又指在港舉起港英殖民地旗是極端化傾向和歪風
邪氣。在京出席兩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
委員對此都表示認同，他們又希望香港能夠和諧
發展。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被傳媒追訪香港是否
有人 「搞顛覆」時，他指出，說三道四的人是有，
但是少數，而這些人是不會得逞的。

嚴肅對待偏激行為
中聯辦副主任殷曉靜表示，行政長官要愛國愛

港是不言而喻的要求，而高舉殖民地旗幟的人亦是
不得人心， 「這是個別的現象，香港的同胞，香港
的朋友，我想這是不得人心的，大家都不同意的，
搞對抗是香港的朋友都不希望看到的，和諧、求和
諧、求發展，這是香港朋友的主流民意。」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范徐麗泰
表示，俞正聲的講話顯示中央對個別人士示威時舉

的標語覺得難以接受，但認為俞正聲指特首要愛國
愛港只是提醒，並不等如香港將來無真正普選。她
又認為，小部分人顯示 「港獨」的態度，高舉港英
旗幟，中央對此類偏激行為難以接受，要以嚴肅態
度處理。

對於俞正聲指出不能令香港成為顛覆社會主義
中國的陣地和橋頭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前保安
局局長李少光認為這是中央一向的論調。他指出，
不希望香港成為顛覆基地的立場在回歸前後都沒有
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智思指，港人明白香港正
與國家融合，若選出的特首不能與國家溝通，對香
港並無好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劉健儀認為，俞正聲的講話
顯示中央希望香港是和諧的地方。

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認為，俞正聲是提醒港區
委員要提防及注意香港有人 「搞顛覆」，遇到這些
「歪風邪氣」要發聲，亦不認為俞正聲的言論是為

普選設篩選，相信只是大原則及大方向。
全國政協委員梁君彥表示，俞正聲只是描述香

港一些情況，並非顯示中央對香港的憂心。

俞正聲講話冀港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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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馮慧婷北京七日電】對於早前有部分
人士在遊行示威中舉起港英殖民地時期的旗幟，全國
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劉漢銓（見圖）感到
可惜和憂慮，他直斥這種行為是 「絕對不對的」。劉
漢銓明確指出，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舉起
殖民地的旗幟，就等同不承認基本法、不承認 「一國
兩制」，破壞了香港人的根本利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
主席團會議主持人俞正聲早前出席港澳委員聯組討論
時指出，香港有的極端化傾向走得太遠，如有人在香
港舉英國殖民地旗，稱香港要獨立，雖是個別的人，
但若對這種行為沒有鮮明的態度，任其發展下去，那

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劉漢銓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俞正聲

的講話語重心長，因最近出現的情況實在不理
想。劉漢銓表示，香港自1997年回歸祖國後，中
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決不能用港英殖民地時
期的旗幟參與到民眾的運動，這些行為對 「一國兩制
」的落實百害而無一利。

若惡化損港前途
法律界出身的劉漢銓指出，香港是一個講法律的

地方，香港特區的成立是由基本法作為基礎的，然而
有些人卻忘記了基本法的要求，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領土，舉殖民地的旗幟，就等同不
承認基本法、不承認 「一國兩制」，
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且破壞了香港
人的根本利益，社會應該要正視這個
問題。

劉漢銓強調，必須嚴肅處理這個
原則性的問題，本末倒置解決不到現實

問題。他擔心，若這種情況惡化下去，會
影響香港的前途，香港從來都不是要與中

央搞對抗，部分激進人士是別有用心地只是以嘩眾取
寵的方式爭取曝光或選票。

劉漢銓希望，社會可以團結一致， 「梁振英是根
據基本法選出來的行政長官，大家都應該支持他，若
政府施政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提出來，善意地提
醒是盡責的表現，而每一個香港人亦都應該視梁振英
為我們的朋友，因為他正在為香港人服務。」

張德江重申一國兩制不變增港人信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

總理張德江，昨天在京參加了港區人
大代表團的會議，先聽取了其中七位
代表的發言，然後作了二十多分鐘的
講話。

本港一些人士已經知悉，在政治
局七常委中，張德江的分工之一，是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負責人。因此
，張德江如何看香港、如何評價 「一
國兩制」 的落實、以至如何對待港人
社會中出現的一些分歧和爭議，對特
區未來的發展和港人的福祉都是直接
攸關和舉足輕重的。因此，昨日張德
江和港人大代表的見面，可以說是 「
十八大」 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產生以來
和港人最廣泛、最直接的一次溝通和
交流。

而值得高興的是，根據港傳媒記
者事後向多位代表了解所得，張德江
講話中給他們留下最深刻的一點印象
，就是 「一國兩制」 不變。

更具體一點的說法是，回歸以來
， 「一國兩制」 的實踐非常成功，已

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因此沒有變
的必要、也不會變；同樣，中央對港
的方針政策也是一以貫之，就是既要
講 「一國」 、也要講 「兩制」 ，同樣
不存在變的必要，也沒有什麼收緊不
收緊的問題。

毫無疑問，只要代表及傳媒記者
的轉述大致準確、不失真，張德江對
「一國兩制」 、對香港特區的評價和

了解，就是十分 「到位」 和明確的，
而且對港人十分有利。

張德江認為 「一國兩制」 非常成
功，決不是一句 「新官上任」 的捧場
說話。回歸以來，包括歷次重大慶典
中央領導人來港出席活動的致詞，以
及會見赴京述職的特首，以至在一些
重大國際場合，中央領導人都已經一
再自豪、高興地重申： 「一國兩制
」 已經得到成功落實，回歸後的香
港，經濟更繁榮、社會更穩定，國
際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鞏固，在國家
事務中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充分
展示了 「一國兩制」 無可比擬的優

越性和生命力。張德江昨天還舉出
了成功抗擊國際金融風暴和 「非典
」 的例子。

因此，除非是心存 「傲慢與偏見
」 之輩，任何人只要稍有客觀開放心
態，都不會不承認， 「一國兩制」 是
成功的，是非常值得全體中國人和港
人感到自豪的。而張德江明確、公開
肯定 「一國兩制」 非常成功，對未來
港澳領導小組的工作，對未來中央繼
續進一步落實一系列挺港措施，肯定
會具有積極和正面的推動作用，這對
港人社會來說，是 「飲得杯落」 的好
消息。

事實是正如張德江所說，如果 「
一國兩制」 已經經過事實的證明和考
驗是非常成功的，那又還有什麼變的
必要呢？然而，目前的問題卻在於，
中央說 「不必變」 、 「不會變」 ，此
地一些人卻在那裡擔心變、害怕變，
甚至有認為 「已經變」 、 「一定變」
的了。這又是從何說起？

看來， 「樹欲靜而風不息」 ，

「一國兩制」 已經取得成功，中央
肯定不變；一些人卻大潑冷水、大
唱反調，究其原因，也無非是因為
「一國兩制」 確實是成功了，他們

不能、也不敢面對這樣的事實，只
好躲在陰暗角落裡喃喃自語和不住咒
罵了。

不過，也的確有一些人，儘管 「
一國兩制」 已經成功實施了十五年，
他們也已經身受到此一偉大創舉帶來
的切身好處，但他們對 「一國」 、對
「一國」 和 「兩制」 之間的差異和關

係，卻始終缺乏真正的、足夠的、深
入的了解，以至 「踩芋莢當蛇」 ，
重大法治問題需要考慮提請 「釋法」
、 「西環」 多參與一些社會活動，以
至 「自由行」 迫爆海洋公園、 「水貨
客」 多 「掃走」 一些奶粉，他們就會
相驚伯有地叫喊： 「一國兩制」 玩完
了……。

對這部分市民反應，其實也不必
太過大驚小怪，更不應將之視為是 「
一國兩制」 的反對力量；他們不是

反對 「一國兩制」 ，只是由於不了
解或個人利益受到妨礙，因而一時
急、口出氣言吧了。對此，只要多
做工夫、多作解釋，問題是不難解決
的。

但是，對那麼少數一些人，包括
反對派政客和抗中亂港傳媒，卻不能
以 「不了解」 視之；他們提出要 「維
護港人利益」 和什麼 「突出本土意識
」 ，表面看來是為市民生活，實質卻
是從根本上反對 「一國」 、否定 「一
國兩制」 ，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政治圖
謀。而他們蒙騙市民的手法之一，就
是嚇唬市民 「一國兩制」 已經變了、
中央的對港政策已經在收緊或收得越
來越緊了……。

對這些抗中亂港的惡行，正如張
德江昨日在談話中所指出，港人大代
表要站穩立場，堅決維護 「一國」 原
則、同時尊重 「兩制」 差異，同舟共
濟、避免內耗，發揮表率作用，為進
一步落實好 「一國兩制」 繼續發揮應
有的作用。

社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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