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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捍衛憲法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4日
在出席 「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學術
研討會」 時表示，必須捍衛憲法和基本
法確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
他說，在這個憲制秩序下，香港任何問
題都可以解決，但是在這個憲制秩序之
外，那些妄圖脫離憲法基本法的軌道去
運行自己版本的 「一國兩制」 ，甚至脫
離中國主權搞香港 「獨立」 都是沒有前
途的。

提到香港發展，王振民說，前路何
所繫，法典定乾坤，這個法典就是
1982年憲法，因為這個憲法制定了 「
一國兩制」 ，基本法是該憲法下制定的
子體系。1990年基本法的制定頒布
，確定了香港50年不變的憲法秩序
，也就是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憲法
時刻。

王振民指出，香港必須在憲制秩序
之下去發展才有廣泛空間，當年憲法和
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裏有發展有無限

的空間，包括香港所需要的人權自由、
民主普選、市場經濟、繁榮穩定、長治
久安，應有盡有。

王振民說，歷史的車輪不會逆轉，
香港回歸祖國的事實改變不了，憲法基
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是沒有辦法推翻的
。相信香港絕大部分同胞還是認同基本
法，認同憲法，願意在憲法和基本法的
憲制之下去建設香港。也相信香港的明
天一定更加美好，香港的疫情一定會過
去，香港的霧霾也一定會過去。

專家：基本法面臨三個歷史轉型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南開大學法學院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
主任李曉兵在參加 「香港基本法頒布30
周年」 在線研討會時表示，隨着 「一國
兩制」 實踐深入發展，其基本目標面臨
「從統一到治理」 「從區隔到融合」 「
從洗刷民族歷史恥辱到實現民族偉大復
興」 三個歷史轉型。

李曉兵提出，香港基本法的實施可
以注重三個方面的轉型：一是從基本理
念上要實現從 「憲法愛國主義」 轉型為
「愛國主義憲法」 ，堅守愛國愛港的底
色，突出愛國者治港；第二在香港基本
法的解釋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要從 「
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轉變為 「有能且
有為」 。第三，建議香港司法機構、法
院系統，實現從 「司法的能動」 轉向 「
司法的自制」 。

解釋機制充滿智慧
中國人民大學 「一國兩制」 法律研

究所所長韓大元在發言中表示，基本法
有很好的解釋機制，充滿高度智慧，對
於未來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具有很大空間
，應該充分發揮該機制的作用，不要輕
易修改法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
鄒平學指出，未來的中心任務是抓住完
善 「一國兩制」 治國體系的重點和目標
以及具體任務，不斷在實踐中完善基本
法實施的相關機制。

香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
指出，回歸初期，不接受 「一國兩制」
及香港基本法的反對派主要在香港基本
法的框架中搞政治鬥爭，但去年他們已
不再滿足於 「鑽空子」 的形式，而是走
上街頭用激進的暴力手段來進行奪權。
張志剛表示，香港基本法要落實，一定
要面對大量的政治挑戰，如何按照香港
基本法賦予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權力來應
對這些挑戰至關重要，希望雙方都負起
責任、共同落實。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理事鄧飛表示，不能再以平常
的宣傳或既有的教育方式來推廣香港基
本法。目前香港的基本法教育非常片段
化。沒有受過法律專業訓練的老師根據
個人的理解及政治取態宣講基本法，碎
片化的基本法教育帶來的後果往往與我
們期待的效果完全相反，呼籲基本法教
育不光要提上日程，更要正規化、課程
化。

大公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香港基本法頒布30年周年學術研討會
」 4日在線上舉行。多位內地及港澳專家學者
回顧基本法頒布、適用和實施的歷程，重溫
國家實施 「一國兩制 」 、制定基本法的初心
，總結香港基本法實施的經驗。與會專家一
致認為，基本法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 「定
海神針 」 。對於曲解歪解基本法的言論，要
嚴詞駁斥，更要加強對基本法的解釋說明等
工作。

基本法是維護一國兩制的根本保證

王漢斌：
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原香

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漢斌
在書面致辭中強調，香港基本法對於實
現香港順利回歸和推動香港各方面發展
發揮了重大作用。三十年來，基本法經
受住了各種考驗，展現出了強大的生命
力與適應力，是維護 「一國兩制」 的根
本保證；未來也必須嚴格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方針，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
制、持續開展憲法與基本法宣傳教育，
在基本法的指引下追求香港更加美好的
未來。

梁振英：
必須不厭其煩解說基本法
全國政協副主席、原基本法諮詢委

員會秘書長梁振英在致辭中表示，有些
人在香港回歸後提出的關於基本法條文
的理解，無論是背景、概念、原意或解
釋，大多數在起草過程中都討論過，而
且已經取得共識和解決。他說，一些西
方政客把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扭曲為 「
全面自治」 ；一些香港反對派把 「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 必須得到人大常委會批

准說成是 「向人大常委會備案」 的 「
搬龍門」 ；把普選行政長官前的 「

提名委員會提名」 篡改為 「公
民提名」 ，再戴上 「真普選

」 的帽子；或者不斷的
「去中央化」 ，蠶食

基本法授予中央
的權力；

對這一切，都不能任之由之，不能以為
香港市民會把我們的沉默當作真理，不
能以為一時的風平浪靜會換來長治久安
，必須嚴詞駁斥，通過有針對性的辯論
，讓香港社會讀懂弄通基本法的內容，
讓國際社會了解 「一國兩制」 的具體安
排。

梁振英指出，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多
年的經驗說明，基本法的法律條文是完
備的，但是關於基本法的政治工作還有
待加強，持續做好解釋說明工作，就是
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譚惠珠：
發揮基本法「定海神針」作用

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指出，基
本法正式實施，香港維持了繁榮穩定，
也能在金融風暴、社會動盪和病毒疫症
中保持了根基穩固，這充分說明了 「一
國」 是兩制的根基，國家是香港的後盾
。 「一國兩制」 在實踐裏面遇到一些困
難，挫折，停滯甚至於倒退都是正常不
過的，而且也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明了
「一國兩制」 有高度靈活的制度彈性。

只要我們堅定信心，全面準確貫徹 「一
國兩制」 方針，發揮基本法的定海神針
作用，一定能夠行穩致遠，也一定能維
護好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
的長期繁榮穩定。

本次研討會由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
心、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中國人民
大學 「一國兩制」 法律研究所、中國政
法大學香港法律研究中心主辦。近百位
來自內地和香港、澳門的專家學者在線
上參會。

專家學者線上研討 倡加 解釋說明工作

4月4日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紀念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研討會無法舉行，
主辦方選擇了通過騰訊會議室進行線上會議

。這也是基本法頒布以來，第一次公開舉行的線上研討會。
會議正式開始前，專家們在會議室裏熱情寒暄，一時間大家
互相問好，令線上會議室洋溢熱情。

長達四個多小時的會議，參加人數多達153人，全程秩
序井然，其間也有小小插曲，個別專家發言時短時間沒有聲
音，此後，幾乎每位專家發言前都會貼心地問一句 「可以聽
到聲音嗎？」 不過，因為第一次舉行，也有專家因為設備問
題，沒能正常發言。

為表達全國各族人民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犧牲烈士
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國務院昨日規定10時舉行全國性哀
悼活動。上午10時整，線上會議也暫停三分鐘，在主持人的
安排下，所有與會人員在鏡頭前起立，默哀三分鐘。

（大公報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基本法

周年

饒戈平：優先完善五項法律制度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

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饒戈平4日
在參加 「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學術
研討會」 線上會議時指出，香港的出路
不在騷亂、暴力，而在法治、穩定，不
在脫離祖國、依附外力，而在同祖國相
互依存、發揮香港自身正能量。堅守 「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就是把握了走出困
境的正確方向。他表示，有必要在實踐
中不斷健全和完善配套的制度機制，可
以優先考慮健全完善中央全面管治權、
國家安全等五方面法律機制。

饒戈平表示，如果說 「一國兩制」
是治理回歸後香港的最佳制度安排，那
麼，基本法就是這一制度的守護神，是

中央、內地和香港共同認可和遵循的法
律。對香港而言，基本法猶如鎮宅之寶
，不可替代、不可須臾缺離。

基本法是公正穩定參照物
饒戈平指出，去年夏季以來，香港

社會出現了一股背離 「一國兩制」 方針
的政治風潮，矛頭直指基本法確立的特
別行政區制度，暴力橫行， 「攬炒」 肆
虐，社會秩序和法治遭受嚴重損害，局
勢堪憂。破局之道，即在重歸和堅守基
本法。

他說，基本法是一個公正穩定的參
照物，為人們提供了行為準則和對照標
準，要堅持用基本法來衡量是非曲直，

從基本法去尋求法律準繩。基本法也是
一面照妖鏡，能夠照出各色人等的真實
面目，辨明各類言行的真偽善惡。

饒戈平強調，基本法旨在為全面準
確貫徹 「一國兩制」 提供法律保障，有
必要在實踐中不斷健全和完善配套的制
度機制。當前，似有必要優先考慮：健
全、完善落實中央管治權的各項配套機
制；建立、健全維護香港國家安全、防
範、遏制外部政治勢力干預的法律和執
行機制；健全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制
度；完善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
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機制；完善、
強化香港的憲法、基本法教育以及國民
教育的法律機制等。

153人首次參與線上研討會 氣氛熱烈
特 寫

▲疫情影響下，研討會改為線上會議 大公報記者馬靜攝

▲專家一致認為基本法是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 「定海神針」 ，對於曲解歪解基本法的言論，須嚴詞駁斥

與會學者為基本法實施建言獻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要將基本法作為中國憲法秩序一部分加以定

位，並承認基本法對國家權力原則上是開放的；同時， 「一國兩制」 是生生不息的
動態憲制原則，國家可對基本法中 「一國」 與 「兩制」 關係加以填充和矯正。

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教授任進：公民行使權利和政治參與必須在法律軌道上進
行，要堅持高度自治不等於 「完全自治」 ，堅持居民在行使權利和自由時，亦有遵
守香港法律的義務。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教授宋錫祥：建議建立粵港澳三地法官、仲裁員和調
解員的常態化交流機制，終極目標是構建形成 「一帶一路」 區域性法律糾紛解決中
心，保障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和國家統一。

大公報記者 馬靜整理

▲王漢斌強調，香港基本法對於實現
香港順利回歸和推動香港各方面發展
發揮了重大作用

▲梁振英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多
年的經驗說明，基本法的法律條文是
完備的

▲譚惠珠表示，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
兩制」 方針，必須發揮基本法的定海
神針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