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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會見
港澳全國政協委員，共商國是。多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發言時都提
及旺角暴亂及法治問題。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社團總會主席陳永棋
表示，香港本土主義思潮正在抬頭，希望愛國愛港陣營加強團結，
理直氣壯地抵制反中亂港的言行，並希望中央繼續大力支持香港發
展，重視青少年教育和人心回歸工作。有多位來自不同界別的委員
，均希望積極發揮愛國愛港社團及工商界的作用，引導香港市民情
繫家國，並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

大公報記者 唐剛強、方俊明北京報道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昨日上午在參加香港全國政協委員小組會
議時表示，港區政協委員要充分發揮履職
作用，積極調研國家需要和人民期盼的議
題，踴躍建言獻策，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
貢獻。

國家政治制度具優越性
據新華社報道，董建華在會上說，我

們國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優越性，這在全球
經濟放緩的大環境下顯得尤為突出。當西
方國家因為施政遭遇掣肘、對於刺激經濟

束手無措的時候，中國卻能夠 「集中力量
辦大事」，切實推進結構性改革，保持經
濟平穩發展。

「在我國的政治制度中，政治協商制
度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政協委員
的作用在於凝聚智慧、建言獻策。」董建
華說，國家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更需要
政協委員充分發揮履職作用。

他認為，政協委員要利用好每一次訪
問、視察和參加專業會議的機會，積極調
查研究國家需要和人民期盼的事，形成有
見地、有內容的提案。同時，每年政協都

會召開多次專題協商會議、雙周協商座談
會，歡迎政協委員與在場的黨政機關負責
人暢所欲言，把問題談透徹。

腳踏實地推進政協工作
「回歸以來，香港特區的全國政協委

員參與民主協商、參政議政，工作是有成
效的。但也要看到，未來仍面臨很多挑戰
。」董建華說，要樹立信心，在黨的領導
下，腳踏實地推進政協工作，將這項政治
制度的優越性發揮好，為國家發展貢獻心
力。

董建華指委員要踴躍建言獻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中）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並參
加討論。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右）、何厚鏵（左）參加討論 中新社

全國政協常委、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陳永棋昨日首位發言，他指出，香港少
數激進分子不斷鼓吹 「本土主義」，借
一些事件挑撥兩地關係，嚴重影響社會
穩定，旺角暴亂是典型例子。他還指，
自從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反對派的
對抗更加嚴重，利用立法會 「拉布」，
嚴重影響政府的施政成效，造成了惡性
循環。

陳永棋認為，導致上述情況的第一
原因是香港經濟無新的動力，部分港人
對內地有誤解，受到西方思潮的誤導，
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負面的，迷信所謂
「真普選」。

另外，香港經濟結構導致貧富懸殊
嚴重，造成部分港人特別是年輕人對香
港的社會現狀不滿，把一切責任推向政
府。

依法施政化解社會矛盾
陳永棋稱，愛國愛港陣營要加強團

結，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化解
社會矛盾。

他亦形容，在香港，國民教育、愛
國主義被某些人視為洪水猛獸。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發揮 「雙重積
極作用」，關鍵時候，敢於出聲、出力
、出人，理直氣壯地抵制反中亂港的言
行。

陳永棋還希望國家採取多種形式支
持兩地青少年交流，制定相關政策，鼓
勵香港青少年到內地念書、就業和創業
，促進人心回歸。陳永棋表示，香港具
有獨特的優勢，在國家 「一帶一路」發
展戰略中，可以發揮優勢，充當橋樑作
用，共同走出去。

同時，希望中央繼續在經濟上推出
更多有利於香港發展的政策，例如落實
深港通、在香港設立亞投行分行、進一
步向香港服務業開發內地市場、支持香
港旅遊業和金融業。

引導香港市民情繫家國
全國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良好表示，
香港的社團組織作為香港社會治理的重
要角色，要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堅決支

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吳良好指出，福建社團聯會和所有

愛國愛港社團一樣，堅決譴責一小撮打
着本土旗號，卻主張對香港不利的激進
犯罪分子。堅決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支持警員維護香港治安，強烈
要求依法嚴懲暴徒。他建議，要不斷積
極把愛國愛港的社團辦得更好，譬如充
分發揮社團活動靈活的特點，引導香港
市民情繫家國，讓更多市民認識到 「愛
香港，就是要把香港和國家聯繫得更加
緊密」。同時，愛國愛港陣營要加強文
化聯繫，側重基層治理，為政改做好人
才儲備。

提供更多向上流動機會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

會會長張學修發言時表示，部分激進分
離勢力，在今年二月發動旺角暴亂，妄
圖衝擊特區管治，破壞法治基石，甚至
損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張學
修認為，工商界應廣泛聯繫其他港區社
團，思考激進勢力崛起的原因，共商應
對之策。

他建議，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向上流
動的機會，將香港各大商會作為交流平
台，吸納更多年輕新鮮血液，就香港各
個領域的發展加強交流。同時，作為香
港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的主力軍
，工商界理應充分發揮在人才、專業、
商業人脈網路等方面的優勢，擔當起國
內與國際市場無縫接軌的 「超級聯絡人
」，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際經濟中的地
位。

違法者須受到嚴厲懲治
身為律師的全國政協委員鄭慕智表

示，香港近年來泛政治化的傾向，也對
法治造成一定衝擊。一些人說要進行 「
公民抗命」，有理不遵守法律，但他們
的行為破壞了香港社會安寧，踐踏了法
治。他認為，這在一個法治社會是絕對
不可以接受的。

鄭慕智強調，要維護法治，嚴格有
效執法是非常有效的因素，違法的人必
須要被繩之於法，受到嚴厲的懲治，這
樣才可以做到全面體現法治。

張德江三點意見是港人幸福指南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昨天在京出席十

二屆全國政協四次會議港澳地區委員的聯組會
議，並作了講話。

「兩會」召開前夕，在港區代表、委員紛紛
啟程赴京之際、港人社會普遍關注和希望從 「
兩會」 得到答案的主要有三個問題：一是 「一
國兩制」 方針到底會不會變？二是國家經濟狀
況和香港地位是否已不如前？三是大年初一晚
的旺角暴亂中央有何看法？這三個問題，都關
係到港人社會今後的安定和發展，市民希望能
夠從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吃到 「定心丸」 。

而昨日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恰恰就是從
三個方面切實回應了港人社會的關注，有關講
話如果能夠在港人社會得到廣泛而又如實的傳
播，那不僅很多疑問、難題可以迎刃而解，而
且必將進一步堅定港人對國家、對 「一國兩制
」 、對香港特區前途的信心和力量。張德江的
講話港人不必 「如奉綸音」 ，但絕對是福音。

事實是，港人社會經歷過政改鎩羽、 「佔
中」 七十九天和旺角暴亂之後，社會變了、不
少市民的心也 「涼」 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協

委員甚至覺得無以向中央 「交代」 ；但是，張
德江昨天的講話，不僅沒有絲毫責難之意，相
反，張德江的講話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愛護香
港、看重香港和理解香港，對香港在國家發展
中的地位和作用仍寄予厚望，而且對如何緩解
當前 「一國兩制」 和港人社會中存在的矛盾提
出了語重心長的勸告。不是 「一國」 、不是中
央，還有誰會這樣真切坦誠和負責任的來關心
香港、善導港人？美國不 「火上加油」 、落井
下石已經萬幸了，難道還能希望那些抗中亂港
反對派背後的反華反共勢力會為香港好、為港
人福祉着想？答案是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

當前，港人社會最擔心的問題是 「一國兩
制」 方針到底會不會變？有沒有變？對此，張
德江明確指出：這種擔心完全沒有必要，一些
人故意挑起疑慮和不信任的 「妖魔化」 手段也
不會奏效，因為實踐已經證明： 「一國兩制」
方針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最佳方案，也
是港澳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
排，完全沒有變的必要。

不過，張德江委員長同時也重申，中央堅

持 「一國兩制」 方針不會變、不動搖，決策是
「雙向」 的，香港特區也必須保證 「一國兩制

」 方針在港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始終沿着
正確的方向前進， 「這是中央對 『一國兩制』
方針的最新概括，也是指導今後港澳工作的重
要指南」 ， 「中央對任何否定一國原則和損害
兩制的言行都要堅決反對和予以匡正。」

張德江提出的第二點意見是 「抓住機遇謀
發展。」 令人感到放心和振奮的是，張德江委
員長在講話中再次重申：香港的獨特優勢和作
用是內地任何一個城市都無法替代的，即將審
議的 「十三五」 規劃將明確提出 「提升港澳在
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 ，
如香港未來可在集資融資、跨境投資、商貿物
流、解決法律爭議等方面參與 「一帶一路」 。
「國家積極主動地發揮港澳的優勢，港澳也必

須積極主動地參與到 『一帶一路』 等國家發展
戰略中來， 『有為才有位』 。」

張德江提出的第三點意見，是「維護法治
保穩定」。大年初一晚旺角行人路的二千塊磚頭
被撬起掟向警察，還有人企圖放火燒車，這與

「維護法治保穩定」的差距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對此，張德江嚴肅地指出：法治是香港繁榮穩
定的基石，保持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安定的生活
都必須堅守法治。「對於衝擊法治底線的行為，
絕不能姑息；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追究。」

然而，在強調 「絕不姑息」 、 「依法追究
」 時，張德江還提出了這樣一段令人有點意想
不到而又充滿諒解以至 「柔情」 的結語：

「如果真正是為了香港好，為了澳門好，
就應該從大局出發，多一些包容，多一些體諒
，多一些協商，廣泛凝聚社會正能量，共同維
護法治傳統，維護安定和諧的社會局面。只要
大家在堅持 『一國兩制』 原則和維護港澳長期
繁榮穩定的大目標下，相互尊重、理性溝通，
就一定能夠找到解決矛盾和問題的辦法，港澳
的發展道路就會越走越穩、越走越寬，市民的
幸福指數也會越來越高。」

「一國兩制」 方針不變， 「不可替代」 地
位仍保，法治是底線、大家多包容──如果港
人社會都能夠按照張德江委員長這 「三點意見
」 去做，香港一定繁榮、港人一定幸福！

社 評
一國兩制不會變 香港地位難取代 守護法治多包容

【大公報訊】記者唐剛強、方俊明北京
報道：全國政協委員、滙豐亞太區行政總裁
王冬勝昨日出席港澳政協委員聯組會發言時
表示，建議國家考慮把亞投行資金庫設在香
港。

王冬勝認為，香港作為中國最大的人
民幣離岸中心，是亞投行設立資金庫的理
想地區。他說，亞投行為 「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基建專案提供資金支援，專案牽涉
多個國家，而 「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
化息息相關。

王冬勝稱，香港已經是國際金融中心，
有國際認可的制度，完善的金融監管，專業
的國際金融人才，聯通海外市場等，為亞投
行參與融資項目奠定良好的基礎。

對於內地如何降低金融市場波動的風險
，王冬勝稱，一是建立一個更加完善的新聞
播報制度，用權威的政府官員發布明確官方
的聲音，向市場講清楚金融政策的目標，保
持政策透明度。他稱讚，前段時間人民幣匯
率波動時，李克強和周小川公開表態要維持
人民幣匯率穩定，釋放明確官方信號，為人
民幣穩定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二是建議國家
現行一行三會的分業監管模式進行改革，出
台新的金融政策時要兼顧對不同金融市場的
影響。內地主管部門應將銀行、證券、保險
的金融市場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看待，要關注
金融政策聯動的風險。

全國政協委員、瑞德集團董事長魏明德
建議先在鄰近香港的廣東自貿區內搭建國際

債券交易平台，加強內地和香港的對接與融
合，加快中國債券評級機構的發展，建立話
語權。

魏明德促建債券交易平台
魏明德指出，通過全面建立自貿區與香

港兩個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制度，有利於進
一步推動兩地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市場共
建、共用市場基礎設施和資訊互通，優化提
升自貿區企業債券發行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
，在更大範圍內集成兩地優勢並且提高市場
運行效率和強化監管水準。力爭內地與香港
共建一個市場交易量足夠大、交易體制機制
健全、監管規範高效、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
爭力的債券交易國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