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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鵬飛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續前文）相反，受「舊香港」「殖民
統治」時代傳統思維的影響、受西方世界
「反共反社會主義」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
的影響，一部分嚴重民粹主義化的「民主
派」、「泛民主派」中的激進人士，則一
再漠視、抵觸甚至是直接挑戰中央政府的
權威，一方面肆意地將中央政府依法推進
的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
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別有用心地
「妖魔化」為「永遠不可期」的「假普
選」；另一方面，則將自己意欲突破和逾
越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規定
之底線、意欲突破和逾越已經逐步在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中逐步形成基本共識和主流
意見的「愛國者治港」原則之底線的所謂
以「國際標準」為指引的「公民提名」模
式標榜為「真普選」，將自己自覺不自覺
地置於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主
流民意的對立面。
為此，甚至不惜以犧牲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為代價，以犧牲香港的長期
繁榮穩定為代價，以犧牲香港的固有法治
和社會秩序為代價，嘗試着以所謂「公民
抗命」之「少數人暴政」的極端形式逼迫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就範。用「佔中」三
子的話講就是，即使違法，也是悲情的

「理想主義殉道」，也勢必將「佔中」運
動進行到底，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非法的
「6．22電子民間公投」以及「七一大遊
行」就是其中的一個極端案例，而其蓄謀
已久、蠢蠢欲動的「佔中」行動將更是
「反華亂港」之舉的總爆發。

「佔中」是「反華亂港」總爆發
但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民心不可違、民意不可違！近期，香港社
會內部不甘心長期被「少數人暴政」綁架
的「沉默的大多數」終於忍無可忍，終於
通過「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舉行的簽名
運動和「8．17和平普選日」遊行和獻花活
動之平台發出了自己真實的聲音。讓我們
切切實實地感受到香港社會理性和正義的
力量，讓我們重新燃起對於在2017年如期
依法實現全體香港選民一人一票普選行政
長官的真誠期待和灼烈希望。前一段時
間，我在一篇題為《違法「佔中」將毀港
雙普選美好願景》的時評中曾經說過這樣
一段話——「並非危言聳聽——如果因為
『佔中』運動等極端主義思潮和極端主義
勢力的干擾和破壞導致已經明確了『時間
表』的『雙普選』規劃落空，以『雙普
選』為目標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

民主化進程不得不出現再次『原地踏步』
的重大挫折，那麼，接下來是不是會出現5
年、10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民主發展空轉
期，真真是不堪設想。如此不測前景，也
肯定是出乎一切真誠地希望如期依法實現
『雙普選』美好願景的善良人——包括香
港各界人士、各派勢力中持不同意見者的
主觀意料的。而如果一旦這種最壞情形出
現，一意孤行的『佔中』運動始作俑者，
也必將接受法律和道德的雙重拷問，試
問：他們擔得起這種不可推卸的歷史重責
嗎？」時至今日，我仍然持有這樣的疑惑
和擔憂。
事實上，對於香港以「雙普選」為目標

指向和主要內容的政制改革和民主化進
程，各界人士、各派勢力從各自的角度提
出各種不同的思考和建議，仁智互見，百
家爭鳴，這在長期多元化、多樣化發展的
香港社會，在回歸以後普通民眾已經有比
較多的民主化實踐經驗——包括2005年的
「原地踏步」和2010年的「艱難前行」的
正反兩方面經驗之切身體會的香港社會，
在回歸以後日益泛政治化、泛意識形態化
甚至是局部性民粹化的香港社會，不能不
說是比較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未完待續，文中小標題為編輯所加。）

為特區「一國兩制」的民主化進程「正本清源」

資深評論員 王紹爾

反對派應重視張曉明政改四原則

普選特首涉及國家安全

張曉明在國慶籌委會的致辭，表達了
中央對香港特首普選事關國家安全的關
切，他指出香港的政制發展，特別是行
政長官普選制度的設計，不僅關係到香
港的繁榮穩定，而且影響到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全域。特別是今天，
在國家安全已成為所有國家確定和實現
其國家戰略的核心要素的情況下，我們
看香港政制發展問題還要多一個國家安
全的視角。
事實上，當今中國，國家安全形勢嚴

峻。境內外暴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
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等「三股勢力」活動
日趨猖獗。「藏獨」、「疆獨」陰魂不
散的背後，都有一些西方國家的影子。
「台獨」分裂勢力分裂活動，仍然是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美國將香
港視為「重返亞太」戰略的重要戰場，
意圖通過改變和控制香港政局的發展，
搶奪香港管治權，進一步達到遏制中國
的目的。香港面臨特首普選以來，美英
反華勢力與香港的政治代理人密切配
合，吹響了奪取香港管治權的集結號。
對於中央來說，特首普選的最大問

題，就是不能出現一個與中央對抗的特
首，否則將威脅國家安全，損害香港長
遠利益。所有不希望特首普選一拍兩散
的反對派議員，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要

想落實特首普選，就必須直面中央的兩
大關注和憂慮：一是如果普選選出中央
不能接受的特首人選，將引發中央不任
命的憲政危機；二是如果普選產生的特
首聽命於外國，將危害國家安全。反對
派不應迴避中央這兩大關注和憂慮。

普選要依據基本法
反對派議員早前舉行聯合記者會，雖

然沒有再強調「公民提名」，但一致堅
持特首選舉提名門檻不能高於2012年
特首選舉。反對派堅持特首選舉提名門
檻不能高於2012年特首選舉，是故意
混淆選舉委員會與提名委員會的區別。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

在去年3月與部分建制派議員座談會上
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提名委員會提名是
機構提名，與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不
同：「行政長官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候選人與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委員
會委員個人聯合提名候選人，完全是兩
種不同的提名方式，沒有甚麼可比
性。」況且，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特首，
到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特首，不僅已
經是循序漸進，而且是巨大的飛躍，絕
非如梁家傑聲稱是明顯倒退。
普選要依據基本法，但在具體的問題

上，民主黨仍然口硬，聲稱堅持所謂
「三軌方案」或政改方案要符合所謂
「國際標準」，否則將否決政改方案並

且立即「佔中」。普選根本沒有所謂
「國際標準」。香港能否實現普選，關
鍵在於是否依法辦事，而這個法就是基
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如果反對派硬要
離開香港普選的法律規範另搞一套「國
際標準」之類的方案，甚至以違法「佔
中」要脅特區政府和中央，不但不可能
得逞，而且必須承擔葬送和扼殺香港普
選的全部責任。

反對派應放下幻想不要參加「佔中」
反對派現在仍然恐嚇要發動「佔

中」，用「災難論」和「凶多吉少」逼
迫中央接受其讓對抗中央的人成為特首
候選人的方案，中央絕不會妥協和退
讓。張曉明在國慶籌委會的致辭中告訴
大家，中央領導人多次強調，不管這次
政改方案能不能獲得通過，也不管在此
過程中香港會遇到多大風浪，中央都將
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不動
搖。這表明中央對於政改方案通過或不
通過的兩種結局，都已做好充分準備。
如果反對派議員參加「佔中」，不願意
回到基本法的軌道上來，就會葬送和扼
殺香港普選。但即使這樣，天也不會塌
下來，中央都將堅持在香港實施「一國
兩制」方針不動搖。
2010年政改柳暗花明的經驗說明，

政治妥協是一種達成社會共識的重要機
制。民主黨2010年以對話代替對抗，
堅持溝通對話的路線，最後中央一錘定
音，靈活接受民主黨提出的區議會改良
方案。面對2017年特首普選，民主黨
也應該把握機遇，落實普選，加強與中
央的互信。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日前接受
電台訪問時表示：對該黨被指是政改方
案獲立法會通過的關鍵感到開心，稱如
果能夠在香港任何重要時刻都擔任關鍵
角色，該黨會義不容辭，正如2010年
民主黨亦支持政改方案一樣。 果能如
此，民主黨的選擇將是正確的。

多份傳媒引述消息人士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早前會見民主黨
代表時表達了四個原則：第一，普選行政長官的核心是中央與特
區的關係，牽涉國家安全，希望大家多加思考；第二，香港政改
需要按基本法進行；第三，「佔中」最後犧牲的是香港的利益，
希望民主黨放下幻想，不要參加；第四，希望民主黨把握機遇，
落實普選，加強與中央的互信。不僅是民主黨，所有不希望特首
普選一拍兩散的反對派議員，都應該重視張曉明提出的政改四個
原則。

鄧小平指導香港基本法起草所闡釋的「新香港」政治發展觀回溯（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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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利於「一國兩制」和繁榮穩定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提出實現中國夢的偉大目

標，全國人民上下一心，正在為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使命而努力奮鬥。香港全面落實「一國兩制」事
業，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如期落實普
選，是中央對港的莊嚴承諾，也是貫徹落實基本法，
推動「一國兩制」發展，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一
步。落實普選的首要要求，理所當然須有利於全面落
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保持香港繁榮穩定。這意
味着普選不能令香港發生動亂，不能讓香港變成反華
勢力顛覆內地制度的橋頭堡。
從中東及東歐等國的經驗可見，西方推動民主政治

不過是「顏色革命」的外衣，引發無日無之的政爭動
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香港一定不能重蹈覆
轍。值得警惕的是，本港現在有人打着普選的旗號，
拿着外國人的「黑金」，聲嘶力竭地要爭取「符合國
際標準的真普選」、要送反對派入閘的「公民提
名」，對普選的依歸基本法和人大決定卻置若罔聞。
這說明反對派在普選問題上咄咄逼人，目的就是要奪
取香港的管治權，要把對抗中央的人送上特首寶座，
這將是一場「災難」，不僅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廣大港人的
福祉也將受到威脅和損害。廣大香港市民必須清醒認
識問題的嚴重性。

須有利於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中央發表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指出，中央對港擁
有全面管治權，而這個全面管治權要通過特首及特區
政府的依法施政來體現，這也是維護國家安全、保障
香港繁榮穩定的關鍵所在。近年來，立法會內少數激
進反對派議員肆意拉布，使得不少改善民生、興建房
屋的政策舉步維艱，連公務員的薪金、長者福利金也
幾乎發不出，更遑論其他有利於香港長遠發展的重大
規劃，長期困擾本港的深層次矛盾難以化解。這更加
顯示，在政改這個重大問題上，必須講是非、講原
則，才能解決問題，如果遷就反對派，按照他們離開
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另搞一套的方案，只會換來
更多、更大的違法活動，香港將會永無寧日。
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兼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

指出，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一直強調政改須依法辦
事，將來提出的政改方案也必定會嚴格按照基本法和
人大決定設計。的確，唯有如此才能保證普選出來的
特首愛國愛港，日後產生的特區政府才能嚴格依法施
政，這是香港落實普選的正路直路，是廣大市民必須
堅守的立場。

堅決制止「佔中」 支持依法普選
中央一再強調，普選要依法辦事，要顧及國家安全

和利益，但是反對派
充耳不聞，現在更處
心積慮要讓「佔中」
成事，意欲令政改一
拍兩散，甚至不惜搞
亂香港，犧牲社會整
體利益，迫使中央妥
協讓步。在大原則上，中央是沒有任何讓步的餘地
的。要制止「佔中」，杜絕「佔中」後患，就必須堅
決反對「佔中」。
令人欣慰的是，在香港繁榮穩定面臨威脅、在香港

普選面臨阻撓破壞之時，愛國愛港力量積極行動起
來，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普選 反佔中」大簽名活動
和「和平普選大遊行」，凝聚和釋放出巨大的正能
量，不僅為依法落實普選打下堅實的民意基礎，而且
成為維護法治核心價值、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強大動力。
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園，廣大市民期盼落實普選，

但絕不希望香港政治混亂，不希望香港經濟衰退，樓
市、股市大跌，市民工作朝不保夕。「佔中」搞亂香
港不得人心，廣大市民一定會義不容辭地抵制「佔
中」，支持依法落實普選。

沈家燊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中國僑商會副會長 中國僑聯常委 天津市政協常委

政改須着眼兩個有利於 保普選順利落實
上周，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深圳召開座談會，聽取本港社會各界人士對2017年普選特首的

意見，本人有幸應邀參加會議並發言。依法落實普選對香港和國家的長遠發展影響重大，本

人以為，人大常委會對政改方案作出決定，應着眼於兩個有利於：一是有利於全面落實「一

國兩制」和基本法，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二是有利於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普選進入關鍵時

刻，反對派的抗爭更趨尖銳化、極端化，廣大市民應團結一致，堅決抵制違法亂港的「佔

中」，確保普選順利落實，維護香港的安定局面，防止市民的福祉受損。

黎智英早前被揭發在最近兩年多向反
對派泵水多達四千多萬元，牽涉李卓
人、梁國雄、毛孟靜、梁家傑等多名反
對派議員及政黨，範圍之廣令公眾咋
舌，而近日更披露黎智英旗下公司設在
匯豐銀行的戶口，因涉嫌洗黑錢及資助
緬甸反對派被凍結。人所共知黎智英與
美國政府關係非淺，今次連番爆出黎智
英金援香港及緬甸反對派，確實是放出
強烈警號，反映美國極有可能通過黎智
英之手向香港反對派泵水，企圖透過龐
大金援左右香港政局。
黎智英旗下《蘋果日報》一直都予人

是華府在港台地區喉舌的疑惑，現在他更被揭發對港、緬反對派大開水
喉。令人奇怪的是，黎智英竟能發動如此龐大的金錢攻勢支撐反對派作
政治動員，又一直向緬甸反對派「送水」，令人深信黎智英背後有一股
政治勢力進行操縱，以黎智英之手攪亂香港等地的政局，以遂其顛覆當
地政府的陰謀。
從本港最近幾年的政治局勢來看，黎智英每每輸送「黑金」的時刻，
都正好是政治最為敏感的時刻，正當中央及特區政府啟動落實普選，黎
智英立即泵水資助反對派發起「公民提名」，資助戴耀廷等人發動「佔
中」行動，阻礙香港平穩發展。任何一場政治宣傳及動員攻勢都要龐大
的金錢投入，黎智英每次向反對派輸送彈藥都是恰到好處，而且操作異
常有組織，這根本不是一個商人，或者反對派那幫散兵游勇有能力駕
馭。
其實，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和美國的關係早已人所共知，
陳李兩人經常高調訪美「取經」，而黎智英早前更被拍下和美國前副防
長會晤，同類會面過往亦屢見不鮮，難怪一直有不少人說黎陳李三人是
「反中亂港作戰指揮部」，背後操盤的正正便是居心叵測的華府。
美國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因為緬甸政府不甘屈服於美國霸權，阻礙美
國對東南亞地區的控制，故此便想在當地散佈禍亂的種子，企圖顛覆當
今政府。美國與中國更是存在龐大且深層利益衝突，為了在中國撕開裂
口，它就利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這點，企圖在香港製造混亂，以

「佔中」作為前戲，一步一步削弱中央及特區政府對香港的管治，企圖攪亂香港的政
局，進而慢慢滲入中國內部，散佈動盪的種子。
美國假借黎智英之手，不斷向反對派輸送彈藥，並且通過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在

香港培養反政府力量，就像美國在其他地方培養反政府勢力一樣，一步一步插手香港事
務，以遂其亂港反中的險惡用心。
香港近年政治氣候不斷惡化，反對派早已撕破溫和的面具，變為一班有組織的「打

手」，屢屢發動大規模街頭政治攻勢，煽動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矛盾，造成香港現在的混
亂局面。現時正值落實普選的關鍵時刻，因此外國勢力必虎視眈眈，我們在此一步都不
可踏錯，反對派與黎智英背後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已暴露人前，背後更牽涉用心不良的
外國勢力，故此廣大市民千萬別對反對派抱有任何幻想，定要鐵心與他們割斷任何關
係，否則的話，就是給敵人留下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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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普選 反佔中」大聯盟8月17日發
起大遊行，聲勢浩大。這是首次由建制派
組織和發動的大遊行，不論是愛國社團或
政黨，都空前團結，共同為實現普選奮
鬥。不過，傳媒慣性聚焦遊行人數，在我
看來人數反而比較次要。影響遊行人數的
因素很多，天氣、時間、政治氛圍都是因
素。若單以人數多寡定勝負，未免以偏概
全。衡量活動是否成功，要視乎活動能否
傳達出要傳達的訊息、過程是否順利、能
否做到預期效果等等。若根據這幾項原
則，大遊行肯定達標了。
遊行活動沒有清晰的進場和離場，而且
並非固定在一個地點，要準確統計人數從來都很困難。反對派每年的遊行
都沒有嘗試採用具體的方法去統計，予人「隨口噏」之感。今次，大聯盟
嘗試用派貼紙、證書、獻花等方法去統計人數，盡最大努力取得最接近真
實的數字。由於是初次嘗試，統計方法未必盡善盡美，但已是能力範圍內
做到最好，至少不是毫無根據。據筆者所知，有參加者中途插隊，沒有在
維園集合起步，所以他們沒有取得獻花所用的道具花；也的確有參加者中
途離開，沒有抵達終點取證書；當然也有很多人行畢全程。當天，我有一
位朋友在維園起步，沒有取道具花，行畢全程後忘記取貼紙，只是於經過
街站時向我打氣。雖然這位朋友行畢全程，但他的出現只有「人證」而沒
有「物證」，大聯盟可能用盡方法都無法統計他的存在。
無奈地，事後被人抹黑乃意料之中。筆者反問一句：如果大聯盟要「篤
數」，又何必大費周章去嘗試核實參加人數呢？起步禮時，我去到維園球
場，親眼所見擠迫得水洩不通，不可能如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所說只有幾萬
人。而對於有報道指有遊行人士不明白何謂「佔中」，首先，鏡頭所見，
記者只採訪了幾個人，卻沒有報道訪問了多少個清楚知道遊行目的的參加
者。而且，大聯盟從未說過一定要知道「佔中」才可以參與遊行。撇除
「佔中」，只要是愛香港、擁護法治、支持繁榮安定，都歡迎他們參加。
故此，有記者三番四次追問參加者知不知道「佔中」，有自行把活動定調
之嫌。
總之，在「求真務實」的大前提下，大遊行有二十五萬人參與是可信
的。最重要的是，今次向社會發放清晰的訊息：「佔中」不得民心，普選
路還是要由和平理性的市民走出來！最後，謹向當天中暑不適的參加者致
以慰問，並衷心感謝他們為香港的未來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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