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是香港回歸祖國19周年紀念日，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接受《紫荊》
雜誌訪問，表明中央會保持充分耐心和最大的克制去落實 「一國兩制」 ，
將來亦會繼續聆聽 「泛民」 意見。他亦不點名批評有 「泛民」 中人，企圖
利用香港為國家製造麻煩，僭越 「一國兩制」 。王光亞指出， 「泛民」 亦
是建制的一部分，在 「一國兩制」 下，香港和內地要合作，而非疏離和對
抗。他表明，中央將依據國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 「泛民」 人士與內地有
關的問題，亦希望 「泛民」 能成為特區的建設性力量。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指泛民亦是建制一部分

兩地要合作而非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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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亞上月於北京接受《紫荊》
雜誌訪問，除解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五
月視察香港時傳遞的信息，亦就社會
關注的問題發表看法。

中央重視社會各界意見
對於張德江視察香港期間，與四

名反對派議員直接對話，被各界視為
主動 「破冰」。王光亞認為，中央歷

來重視社會各界意見，加上香港是多
元社會，存在 「泛民」政團是正常的
，中央亦不可能不聽他們意見，因為
他們代表相當數量市民的聲音，又相
信類似的接觸和討論以後會繼續、會
更多，香港人亦希望看到這樣的接觸
、聯繫與討論。

不過，王光亞就反對 「泛民」種
種搗亂香港的行徑。他不點名譴責部
分反對派經常希望在內地變革中扮演
角色，更有人試圖利用香港，給國家
製造麻煩，影響內地政治發展進程，
直斥這是僭越「一國兩制」。他說， 「
泛民」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
組成部分，從基本法角度看也屬於建
制一部分，強調香港所有參政團體都
應考慮如何正確處理與中央的關係。

王光亞表明， 「一國兩制」實踐
中， 「一國」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中

央的權力，籲 「泛民」應當明白基本
法所定明的中央權力，並應當尊重及
維護。他強調，中央將依據國家法律
，積極解決一些 「泛民」人士與內地
有關的問題，亦希望 「泛民」能成為
特區的建設性力量。

冀「泛民」成建設性力量
王光亞又指出，中央相信絕大多

數港人都是愛國、真心支持回歸和 「
一國兩制」，認為在 「一國兩制」下
，香港和內地要合作共贏，而不是疏
離和對抗。他寄語香港要準確把握張
德江 「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
心」等精神，理性、務實地討論問題
，求同存異地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減少政治對立和對抗，營造相互尊重
理解和合作的社會政治環境，共同應
對 「一國兩制」實踐中的新挑戰。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香港回歸祖國19年來，一直在穩
步發展， 「一國兩制」的成就功
不可沒。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表明
，儘管 「一國兩制」實踐出現了
一些新情況，但基本沒有發生根
本變化，強調中央立場一貫，
亦堅定不移落實 「一國兩制」
，決不會被眼前亂象所迷惑。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於視察香港期間多次表明
， 「一國兩制」要 「勿忘初心
」。王光亞認為，香港實踐 「一
國兩制」方針十分成功，不但使
中央政府以和平方式對香港恢復

主權，還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特
色和優勢，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更

為國際社會提供範例，作獨特貢獻
；對此國際社會也給予認可。他指出

，「一國兩制」對兩地來說是重要課題
，極具挑戰，儘管實踐上現時出現些新

情況，中央亦會堅定不移地落實政策，堅
持原則，也有足夠信心和耐心處理香港問題。

另外，王光亞又不認同，《 「一國兩制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中提
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是顯
示中央收緊對港政策。他強調，中英談判
時清楚表明，恢復行使主權方式就是行使
治權。當中包括中央直接行使權力，如國
防、外交，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全國人

大常委會可對基本法進行解釋，及以中央
在政改中的角色等。同時包含中央通過基本法授

予特區行使的權力，即行政、立法、司法權力；但強調中央未授予特區的權力仍
歸屬中央， 「所以我們說根據基本法，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不是完全自治。」

王
光
亞
：

❶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好，不會做任何

事情去破壞 「一國兩制」 。

❷中央在處理香港問題時保持充分

耐心和最大的克制， 「佔中」 違反
法治、破壞社會秩序，但中央很謹慎

，保持最大的耐心直到事件最終平息。

❸中央是看長遠、看整體的，不會被眼前的一

些亂象所迷惑、分心，將會繼續堅定不移地
落實 「一國兩制」 。

❶ 「泛民」 立法會議員是特區政權體制的組成部分。從

基本法的角度看，他們也屬於建制人士，應當明白
基本法規定的中央的權力，應當尊重中央的權力，
也應當維護中央的權力。

❷香港 「泛民」 中的一些人常常希望在內地的變革中扮

演某種角色，也有人企圖利用香港給國家製造麻煩，影響內
地的政治發展進程，這是僭越 「一國兩制」 。

❸中央會依據國家法律，積極解決一些 「泛民」 與內地有關的

問題，希望 「泛民」 成為特區的建設性力量。

「 一 國 兩
制」及對港

政策

談「泛民」
❶中央對這小部分極端 「港獨」 分子勢力嚴密

關注，相信極端和 「港獨」 得不到大多數人
的支持，注定走入死胡同。

❷ 「佔中」 和旺角暴亂是極端體現。明顯的違

法行為如得不到社會應有的警覺和反對，得不
到依法應有的懲罰，再過些年，人們對法治就不會那
麼敬畏了，香港的法治優勢就會喪失。

❸在 「一國兩制」 下，內地和香港要合作而不是疏離和

對抗。

批「港獨」
、保法治

王光亞訪問重點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法治是本港
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但近年本港出現不少以 「
維護本土」為藉口鼓吹 「港獨」的激進分子，做
出各種違法行為企圖破壞法治。港澳辦主任王光
亞於訪問中強調，中央正嚴密關注鼓吹 「自決」
和 「港獨」等新冒起的政治勢力，但相信極端和「
港獨」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注定走入死胡同。

王光亞指出，香港青年人的社會、經濟壓力

大，加上近年社會泛政治化，在處理極具爭議性
問題容易產生引發分歧，並對社會及政府不滿，
但認為此問題不是香港特有，相信經過一段時期
，新一代從政者會成熟起來。

必須依法懲治違法行為
不過，王光亞就強烈批抨，泛政治化令香港

法治受衝擊， 「佔中」和旺角暴亂事件等明顯違

法的行為，社會應有所警覺及反對，亦必須依法
懲治，否則再過些年，人們對法治就不會那麼敬
畏，法治優勢就會喪失。王光亞強調，中央正嚴
密關注新冒起的政治勢力，包括鼓吹 「自決」和
「港獨」的小部分極端分子，他相信極端和 「港

獨」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注定走入死胡同。而
中央處理香港問題時並保持了充分的耐心和最大
的克制，例如 「佔中」違反法治及破壞社會秩序

，但中央保持最大的耐心直到事件最終平息。

共同守護法治核心價值
王光亞表明，中央真心希望香港好，絕不會

做任何事情去破壞 「一國兩制」，亦不會被眼前
一些亂象迷惑，期望所有的政治團體、特區政府
，包括執法和司法機構能共同守護 「法治」這核
心價值，而內地香港亦要合作，維護國家安全。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
報道：今年五月，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香港
，並出席 「一帶一路」高峰
論壇。港澳辦主任王光亞
於《紫荊》雜誌的訪問中
解讀委員長來港傳遞的信
息，形容此行的效果超出
預期。他指，委員長用港
人聽得明白的語言發表多
次重要講話，也充分體現
中央對港的重視，為香港
未來發展立牌指路，增強
社會信心。

王光亞表示，委員長
指此行主要有三個目的：一
是宣示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在
「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積極

作用的立場；二是廣泛接觸社
會各界，聽取各方面對 「一國兩
制」實踐和香港發展的意見；最
後是闡述中央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
國兩制」的立場。

而在港期間，張德江委員長共出席
了18場正式活動，包括出席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聽取港府施政工作匯報，更會見
「泛民」四位議員及各界專業人士等，社會各

界對此反響積極熱烈，感激中央為港發展打下 「強
心針」。王光亞認為，張德江視察香港時，已用港人
聽得明白的語言發表多次重要講話，用港人看得明白的方
式來體現中央對港的重視、關愛和支持。此舉不但清晰闡明中
央對港方針政策，為香港未來發展立牌指路；亦引導社會形成理性、
包容、和諧的社會政治氛圍，增強香港社會的信心。他形容張德江視察香
港是圓滿成功，甚至比預期效果還要好。

◀《紫荊》雜誌
社社長、總編
輯楊勇昨日舉
行記者會，介
紹王光亞訪問
的相關情況

大公報記者
李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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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注定走入死胡同

▶▶王光亞接受王光亞接受《《紫荊紫荊》》雜誌雜誌
訪問訪問，，表明中央會保持充分表明中央會保持充分
耐心和最大的克制去落實耐心和最大的克制去落實 「「
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將來亦會繼續將來亦會繼續
聆聽聆聽 「「泛民泛民」」 意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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