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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對白皮書兩種 
截然不同的反映 

 

2014 年 6 月 10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一

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以下簡

稱“白皮書”)至今已有半年，引起中國內地和港澳

地區及海內外的高度關注、不同反映與激烈爭議。這

種情況是多年來甚為罕見的。 

 

(一) 對白皮書的正面反映  

北京《人民日報》2014 年 6 月 11 日在頭版顯著

位置發表了題為《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的

社論。同時報道了香港特區政府歡迎中央政府發表

“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的消息。6 月 12 日在第 4

版報道了香港各界贊同“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的

消息。6 月 13、14、15 日分別在第 4 版刊發了強世功、

王振民和齊鵬飛 3 位權威人士接受記者採訪時解讀白

皮書的要點。6 月 19、20 日在頭版又分別發表了《人

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即《準確把握香港特別行政

區憲制基礎》和《香港與祖國同發展繁榮》。6 月 30

日和 7 月 2、4 日《人民日報》又在頭版分別登刊 3

篇有關香港問題的評論，其題目為：《依基本法正確

處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堅持以愛國者為主

體的“港人治港”》與《中央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一

以貫之》。必須指出，《人民日報》作為中共中央的機

關報，發表上述有關香港問題的社論、評論等重要文

章，對於社會各界學習白皮書具有權威性的指導意

義，具有很強的理論性，政策性和針對性。 

香港特區政府對白皮書的公佈表示歡迎，行政長

官梁振英認為：“白皮書內容十分豐富，對香港社會

和國際社會全面總結過去 17 年‘一國兩制’的成功

實踐，對深入認識‘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含

義有積極作用。”1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這份白皮

書是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應當全面認識的重要文件，特

區政府將會以不同渠道，讓市民瞭解有關內容，包括

將白皮書的全文上載到政府新聞網及基本法網頁，以

及邀請相關中央官員來港與特區政府官員和社會人

士分別進行簡介會等。並鼓勵社會各界細心閱讀有關

內容，加深對香港特區實踐“一國兩制”的認識。 

香港《大公報》從 2014 年 6 月 11 日起 9 天之內，

發表了《“一國兩制”是中央既定方針絕不會變》、

《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不容爭論》、《中央確保“一國

兩制”是為港人好》、《法官愛國完全無損司法獨

立》、《中央十分珍視香港的司法獨立》五篇社評。《文

滙報》則從 6 月 11 日起 10 天之內，連續發表了《全

面闡述“一國兩制”為政改立牌指路》、《重申中央權

力無損高度自治》、《落實“一國兩制”須反對外國干

預》、《白皮書劃定底綫反對派須棄幻想》、《香港須樹

立維護和遵守憲法觀念》等系列社評 9 篇文章。《紫

荊》月刊雜誌及時“約請了逾 20 位內地和香港研究

港澳問題的專家學者，以及在兩地都頗有影響的權威

人士，他們或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或用豐富的工作經

驗和生活經驗，講法律、講道理、講事實，從不同角

度引領讀者正確理解白皮書。” 2  其他報刊(如《商

報》、《成報》、《新報》和《星島日報》等等)也都發

表了社論或社評，闡述白皮書發表的意義及主要內

容。至於專家學者和各界著名人士發表的文章或談話

就更多了。 

《澳門日報》2014 年 6 月 11 日在第 A3 版刊登 3

篇文章，就白皮書的核心內容及意義進行闡述。第一

篇文章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規定的特別行政區制度是國家對某些區域採取的

特殊管理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

的全面管治權。第二篇文章指出，要始終警惕外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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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防範和遏制極少數

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

踐。第三篇文章(特稿)《白皮書明確責權“紅綫”》

指出，中央在香港政改關鍵時刻發表這份白皮書意義

重大，是對香港治理依據和行為‘紅綫’的權威說

明，未來香港政制等一應問題將循此運作解決。 

國際社會也高度評價“一國兩制”。在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訪問英國期間，中英兩國 2014 年 6 月 18 日

在倫敦發表聯合聲明中特別提到香港問題，雙方重申

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維護和促進

香港特區的繁榮與穩定符合雙方利益。這一表述是中

英雙方對“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在香港

成功實踐的共同肯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同日會

見歐盟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彭家傑，當談到白皮書時，

彭家傑明確表示，歐盟支持“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

功實踐。實際上，多年來歐盟認為“一國兩制”在香

港運作良好，港人的自由、民主法治、市場經濟及營

商環境繼續得以維持。 

可見，白皮書得到包括香港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

的衷心擁護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社會輿論普遍認

為，白皮書全面準確闡述了“一國兩制”的真諦和豐

富的內涵，進一步釐清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白皮書合

時公佈，正本清源，及時解惑，是糾正偏差的重要文

件；白皮書既是“醒腦茶”也是“照妖鏡”。 

 

(二) 對白皮書的負面反映 

然而，香港反對派卻習慣性地極盡攻擊抹黑之能

事，竟稱白皮書是中央重新制訂“一國兩制”框架，

混淆中央與特區的權限，宣佈“一國兩制”已死等

等。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稱，國務院的白皮書是恐嚇港

人的原有生活方式將被摧毀，香港的“高度自治”將

會蕩然無存。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聲稱，中央發表白皮

書的目的是要阻止港人於 6 月 22 日的公投，因為投

票結果會令北京難以接受。他還稱，中央於回歸前承

諾香港“高度自治”，但現時卻收窄香港的自由，屬

“過橋抽板”行為等等。工黨主席李卓人則聲稱國務

院發表白皮書的做法是要“打壓”香港人爭取普選

的意志，但香港不接受這一套，須知壓迫越大，反抗

越大，現時香港是“民意戰京意”。“佔領中環”發

起人戴耀廷也叫囂中央不應過分干預特區事務。他們

站在《香港基本法》規定的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

權”和“一國兩制”對立面，當然不可能對白皮書採

取正面的態度。但白皮書不會因為反對派的反對而削

弱其意義，恰恰相反，面對反對派的攻擊與歪曲，發

表白皮書更顯示出必要性和重要性。 

香港反對派喉舌《蘋果日報》2014 年 6 月 11 日

以三個版面大肆抹黑白皮書，以《(中英)《聯合聲明》、

《基本法》淪廢紙，高度自治變北京全面管理》、《史

無前例對香港政策攤牌》、《白皮書威赫佔中，全民投

票抗衡打壓》等聳動大標題蠱惑人心，不忘趁機為反

對派發動的“佔領中環”、“6‧22 電子公投”宣傳

選勢。翌日，該報又以兩個板面，配上《大律師公會：

法官非治港者，法律界轟白皮書超錯》、《美撐鄧小平

的一國兩制》大標題，繼續惡意歪曲和攻擊白皮書。

與此同時，多個反對派政黨及團體分批前往中聯辦，

焚燒象徵白皮書的道具。抗議白皮書矮化香港的自治

地位，破壞港人治港的承諾。本港政界人士對反對派

上述行為表示強烈不滿，批評焚燒文件的行為是故意

鬧事，不願接受《香港基本法》及政治現實。 

2014 年 6 月 27 日，一批泛民法律界人士舉行回

歸後第三次法律界黑衣靜默遊行，抗議國務院發佈白

皮書提出“司法愛國論”，損害司法獨立，要求中央

收回白皮書。這次遊行是由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

發起的。大會聲稱有約 1,800 人參加，包括 9 名大律

師公會前主席，如李柱銘、張健利、李志喜、余若薇、

梁家傑等。警方則指高峰期僅有 850 人參與遊行。有

反對派個別人士稱，法律界人士對白皮書的不滿甚於

釋法。特區政府律政司發言人回應表示，白皮書旨在

闡述及總結“一國兩制”落實情況，而非干預特區法

治或司法獨立。 

 

 

二、白皮書發表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非比尋常”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指出，國務院新聞

辦今次發表白皮書是要明確闡述中央對香港的權力

所在，意義“非比尋常”，亦顯示現時中央對目前香

港的狀況比較憂慮，想借白皮書表明立場，並明確中

央在香港的權力範圍。3 

2014 年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30 週年，《香港

基本法》頒佈 24 週年，香港回歸祖國 17 週年，“一

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已成為活生生的現實，並取得了

一些有規律性特徵的階段性成果，同時也出現不少新

情況新問題，應該總結經驗和教訓。在這樣一個特殊

歷史背景和歷史關節點上，白皮書的出台，正如參與

白皮書起草工作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

主任齊鵬飛所說：“是如中英聯合聲明簽署、香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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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頒佈一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是對

以往中央長期實行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全面

傳承，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根本性的改變。但白皮

書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不是‘一成不變’地簡

單照搬，而是有重大的創新和發展。這種政府白皮書

形式的中央精神之公佈宣示，應該成為處理香港問題

的‘慣例’”。4 

本文認為，白皮書發表的意義可從不同角度不同

方面具體來理解，但從重大、根本方面來看，白皮書

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可歸納為如下三個主要問題。 

 

(一) 全面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的袖珍本 

香港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陳勇引述，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2014 年 7 月 21 日在深圳

與香港多位人士會面時對港提出四點意見，其中第一

點：中央政府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央對港方針政策沒有改變，

亦不會改變，並希望香港社會各界全面準確理解基本

法，白皮書是中央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基本方針

政策 17 年實踐的全面總結。5 這是國家領導人首次

提到白皮書的意義，值得重視。 

事實正是如此。篇幅長達 2.3 萬字的中央政府白

皮書，分為五個部分簡明介紹了“一國兩制”方針政

策的由來和在香港取得的實踐成就，包括：香港順利

回歸祖國的歷程；特別行政區制度在香港的確立；香

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取得全面進步；中央政府全力

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繁榮發展；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每個部分再分為若干問題進

行闡述。無論是有小標題或無小標題的，都非常清

晰、完整，邏輯性很強。 

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發表關於香港的白皮書，是

中央對港方針政府的重要宣示，有利於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更有利於繼續推動“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軌

道向前發展。北京大學法學院強世功認為，白皮書是

一個政策性文件，而非法律文件，有關香港的各種規

定仍要以《香港基本法》和人大釋法為準。但現時香

港各界對《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問題的理解不一，白

皮書將有助於闡釋清楚中央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進而

幫助人們達成共識。6 

白皮書不僅是全面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的政

策性文件，而且這種總結是高度濃縮的，它把諸多文

件等有關香港問題內容的精華有機聯繫地壓縮到一

起，成為精美的袖珍本，便於人們閱讀、記憶和理解，

更便於政府人員牢記和貫徹執行。這些文件和講話幾

乎包括：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與全國人大及其

常委會有關香港問題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歷屆黨代會

政治報告中有關香港部分的內容；歷次中央政府工作

報告中有關香港問題的表述；現任和曾任黨和國家主

要領導人有關香港問題的重要講話(這些講話是大量

的，大致可分為六類：歷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會見

香港“草委會”、“預委會”、“籌委會”委員時的

談話；會見英國首相等重要客人和香港各界知名人士

的談話；會見來京述職的特區行政長官時的談話；會

見出席每年“兩會”的港澳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時

的談話；出席歷次香港回歸慶典紀念大會時發表的重

要講話；出席《香港基本法》頒佈 10 週年和 20 週年

等紀念大會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英聯合聲明》

等。簡言之，上述因素(法律文件、黨政文件、中央

領導人講話及《中英聯合聲明》等)中有關中央對港

方針政策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都被吸納到白皮書

裏。可見，白皮書是對以往中央長期實行“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的全面傳承。換句話說，白皮書的核心

要素和具體原則都可以在上述因素中追本溯源。 

 

(二) 全面準確理解中央精神的新指南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日前就白皮書的發表回應鳳

凰衛視新聞台記者時這樣說：“中央的精神在這個白

皮書裏都寫了。”7 但他沒有對白皮書的具體內容和

精神作出回應。因此，有關學者與各界人士對甚麼是

“中央精神”作了各種各樣的解讀。 

就目前情況而言，具有很高權威性的解讀，應該

是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 2014 年 6 月 11 日就白皮書的

發表接受了新華社記者採訪時的談話。其中該發言人

說，白皮書總結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經驗，集中到

一點，就是要按照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始終全面理

解和把握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澳門的長期繁榮這一根本宗旨，把堅持“一國”原則

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

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和提高香港自

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發言

人強調：白皮書從全面準確把握“一國兩制”的含

義、堅決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權威、堅持以

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以及繼續推動內地和香港

交流合作等五方面對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進行了深入闡述，值得特別關注。8 

經查閱核對，港澳辦發言人所提到的“總結香港

@ DCL @ 



《“一國兩制”研究》2015 年第 1 期(總第 23 期) 

 

實踐‘一國兩制’的經驗，集中到一點……”這一段

和“值得特別關注”的五方面內容，全都在白皮書第

五部分裏寫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說“中央精神”主要

體現在白皮書第五部分，這是學習的重點。有些與以

往不同的提法應該特別關注。 

1. 在“一國兩制”含義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是

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

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惟一來源是中央授權。 

2. 在維護憲法權威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

礎。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範圍內具有 高法律地

位和 高法律效力。 

3. 在堅持“港人治港”方面：在“一國兩制”

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

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

者。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 

4. 在特區依法施政方面：作為特別行政區和特別

行政區政府的“雙首長”，行政長官是香港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中央

政府始終堅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

府依法施政。 

5. 在推動兩地合作方面：香港與內地日益緊密的

交流合作，拓寬了香港與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

道路。中央政府將繼續推動香港與內地開展更加廣

泛，深入的交流合作，齊心協力建設中華民族共同家

園。 

不難看出白皮書所顯示的中央對香港的精神具

有三個特徵或要點：其一，以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根

本宗旨和處理三對關係為核心或靈魂，以表明中央精

神的目的要求所在。其二，一個核心和五個方面(包

括政治、法律、行政、司法、經貿)有機會結合，成

為一個完整的戰略思想及措施體系。其三，強調中央

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這一概

念。在白皮書佔有一定篇幅，在中央精神裏地位突出。 

有香港學者認為，白皮書首次以非常嚴肅和嚴謹

的法律語言提出了中央管治權的合法性基礎。這一基

礎是複合性的，包括三個互相支持的層面：第一，以

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區的憲制基礎，這

是形式意義上的合法性；第二，以回歸史重述確立中

央管治權的歷史合法性，這是實質合法性的歷史層

面；第三，以回歸 17 年的經濟續效證明以中央管治

權為基礎和支持基本法秩序的實踐功效，這是實質合

法性的現實層面。9 

 

(三) 指引香港普選行政長官的導航儀 

目前，香港政制改革正處於關鍵時刻。在這個時

候發表白皮書有很重要的一個意義，就是再次重申了

對香港發展民主，實行普選的堅定信心和決心。同時

重申對普選行政長官的一些基本原則，為普選指明正

確方向和正途。 

但是，香港反對派有些政客卻歪曲事實說：“白

皮書是為了打壓港人爭取普選”，“為了打壓‘6‧

22 電子公投’和‘佔領中環’公民抗命運動”。這種

說法未免太過“老鼠跌落天秤”，不知自家輕重。反

對派鼓噪的“6‧22 投票”是製造假民意的政治把

戲， 終必然失敗。“佔中”是建法亂港的行為，自

有香港警務處等執法部門依法處理。又何用白皮書這

一“牛刀”。事實上，白皮書發表在先，電子公投在

後。再者，白皮書從起草、修改到完稿、公佈花費了

近一年的時間，不可能針對某一政治小鬧劇而倉促發

表。 

鑒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雙普選”屬於香港

政制發展的核心內容，關係到香港未來發展前途和命

運，如何實施必須並且只能嚴格按照《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來開展。加上香港第一階

段政改諮詢期間，港人對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雖然

有些共識，但在如何認識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產生秩序

(首先是如何提出候選人)和候選人的政治標準上出現

重大分歧。這兩個問題均與政制發展原則有密切關

聯。因此，白皮書重申了中央對香港政改的三條主要

意見。 

第一，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實現普選的目標。

白皮書表述為“中央政府繼續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

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的民主政制。行政長官 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

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立法會

終達至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這是中央政府作出的莊

重承諾，並體現在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有關決定中。” 

第二，普選必須以《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為依據。白皮書表述為“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符

合香港實際、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體現均衡參與的

原則，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特別是要符合香港特別

行政區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的

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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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規定”。 

第三，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

白皮書表述為“經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

愛國愛港人士。”因為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和特

別行政區政府的‘雙首長’”，“是香港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的第一責任人。” 

白皮書還強調，只要香港社會各界按照上述原則

務實討論，凝聚共識，就一定能夠實現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全部議員 終由普選產生的目標。可見，白皮書

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了香港普選前進的方向。細心的

學者還將早前特區政府《有商有量，實現普選》諮詢

文件與白皮書對照研究，發現白皮書大部分內容及原

則都反映在諮詢文件裏，但有部分內容還沒有體現出

來，主要有兩點：○1 普選制度必須符合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2 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是愛國愛港人

士。換句話說，白皮書彌補了政府諮詢文件的某些不

足，對當前政改將會起着更好的指導意義。10 

綜上所述，白皮書的首次發表不僅全面經典式的

總結了“一國兩制”實踐的寶貴經驗，而且全面高度

概括了中央對港方針政策的精神及措施，並針對當前

香港政改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表達了中央的原則

立場，清楚劃定依照《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決定落實

普選的法律底綫和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人選必須愛

國愛港的政治底綫，對香港的普選討論，是有正本清

源、立牌指路的作用。同時，白皮書作為官方文件，

還以英、法、俄、德、西班牙、阿拉伯、日本七種外

文發表，為駐港外國代表機構所重視，有助國際社會

對香港事務與國家相關政策及法理的理解。一句話，

白皮書發表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非常重大，且將產

生深遠的影響。 

 

 

三、香港兩種力量關於白皮書爭論的焦點 
 

國務院發表白皮書，全面準確地闡述“一國兩

制”方針政策，使得香港反對派多年不斷向港人和國

際社會灌輸的各種關於“一國兩制”奇談怪論無所

遁形。於是他們群起而攻之，包括反對派各主要政黨

和大律師公會的“頭面人物”以及有些媒體(如《蘋

果日報》)等。但他們無法在正面反駁白皮書義正詞

嚴的論述下，只好共同祭出所謂“僭建論”。其“要

害是它不討論白皮書提出的事實和理論是否正確，一

口咬定這是‘一國兩制’以前沒有的內容，是突然加

上去的，所以是‘僭建物’。之後便借題發揮，直指

中央欺騙港人，一再指控中央‘九七順利過渡後，泱

泱大國過橋抽板？”11 

對於反對派這些無中生有的攻擊。香港特區政府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立即作出回應，她在出席扶貧委

員會會議後見傳媒時說，反對派有關白皮書的說法不

能成立，白皮書並無削弱“一國兩制”，亦非《香港

基本法》的“僭建”。她強調白皮書清晰、全面、準

確講出“一國兩制”在港實施情況，而“一國兩制”

亦是清楚反映在《香港基本法》每一項條文。 

筆者認為，反對派，從“僭建論”出發，對白皮

書進行了各種各樣的歪曲和污蔑，歸納起來，主要有

三個焦點。而建制派則對反對派的謬論進行了有力有

理有節地批駁。 

 

(一) 是否篡改“一國兩制”原則 

香港反對派有人聲言，白皮書偏離了中央當初提

出的“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政策，收窄香港的高度自

治權，是在《香港基本法》上“僭建”。也有人振振

有詞地指責，白皮書在提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之上，加上一條長尾巴“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這就是以前《香港基本法》沒有的。而美

國駐港總領事館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名義做出

的回應稱，美國在港有“深厚和長久的利益”，一貫

政策是支持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原則，及《香

港基本法》訂明的高度自治。發言人續稱，美國支持

的“一國兩制”，就是保障香港除國防和外交問題

外，均享有高度自治等等。可見，美國政府同香港反

對派同心同道同鼻孔出氣，認為白皮書令中央對香港

方針重新演繹，違背鄧小平的原意。 

首先從宏觀(戰略與基本國策)上看 ：“一國兩

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縱觀國際形勢，根據中

國國情，從實際出發，在尊重歷史與現實的基本上，

為實現國家和平統一提出的基本國策，並首先先用於

解決香港問題。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正確的，是

有強大生命的，絕不會輕易改變。早在三十多年前，

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

士元等的談話時就說：“‘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我們已經講了很久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已經通過了

這個政策。有人擔心這個政策會不會變，我說不會

變。核心的問題，決定的因素，是這個政策對不對。

如果不對，就可能變。如果是對的，就變不了。”12 

2012 年 12 月，中共十八大實現中央領導集體新

老交替後，大家都很關心中央對香港、澳門的方針政

策會不會發生變化。不久，新當選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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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北京會見來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時就明確表態“三不變”。他說，“今天，我想借

此機會重申，中央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嚴格按照

基本法辦事的方針不會變；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履行職責的決心不會變；支持香港、澳門

兩個特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民主、促進和諧

的政策不會變。”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為甚麼不會變，白皮書也

有精闢的論述。在論述中用了一個“堅定不移”、兩

個“ 佳”、三個“符合”。在結束語開頭一段指

出：“實踐充分證明，‘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

遺留的香港問題的 佳方案，也是香港回歸後保持長

期繁榮穩定的 佳制度安排。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國

兩制’事業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的

共同願望，符合國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符合香港的整

體和長遠利益，也符合外來投資的利益。”可見，實

行“一國兩制”基本國策沒有變的任何理由。習近平

和白皮書關於“一國兩制”的論述同鄧小平當時提

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脈相承的，何來偏離和違

背？香港各界強烈遣責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曲解白皮

書、明撐反對派，挑撥內地和香港關係，混淆視綫。 

再從微觀(《香港基本法》和白皮書相關內容)上

看：白皮書闡述的具體原則和精神實質都可以在《香

港基本法》裏找到根據。例如，講到香港特區要“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即《香港基本法》

序言的第二段所寫的：“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

完整……”的內涵，兩者在根本上沒有甚麼差別。又

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修改的決定權，與《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的第 6、7 項規定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第 3 項規定一致。因篇

幅所限，在此不可能一一列舉。有些關鍵性的問題，

本文在下文將會繼續論及。 

但是，白皮書對中央長期實行的“一國兩制”方

針政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絕對的“不變”是不

符合辯證法精神的)，而是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和發

展：一是首次採用“政府白皮書”這種政策宣示形式

頗有新意。有學者指出：“白皮書是現代國家政府經

常採用的一種規範、公開、權威的治理方式，中央第

一次用來對香港有關問題闡明立場、宣示意志、展現

願景、豐富了治理香港的手段和形式。”而且“是中

央管治香港的一個新舉措，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

國理政新思維的具體體現和自然延伸。”13 據悉，中

國政府自 1991 年發佈第一部《中國人權狀況》白皮

書以來，在迄今為止發佈的全部 88 份白皮書中，關

於香港問題的政府白皮書，這是第一個，也是惟一的

一個。 

二是對中央的“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及其在香

港實踐的認識和總結也頗有新意。主要表現為：白皮

書對於《香港基本法》一些原則性條款的進一步具體

化、明晰化和可操作化，同時對一些相對分散、零星

的政策宣示加以有機整合和系統化。中聯辦主任張曉

明日前在一次講話中也說：“白皮書在方針政策上沒

有創新，至於個別提法聽起來有點新鮮，但都是在聯

合聲明和基本法之中的有關方針政策的應有之義。”

“如果有人讀過了白皮書還認為中央對香港的方針

政策有改變，那只能說明他從一開始就沒有全面準確

認識‘一國兩制’方針。”14 

 

(二) 是否擴大中央在港權力 

白皮書在闡述特別行政區制度在香港確立時，鮮

明地指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

權，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權力，也包括授權香港特

別行政區依法實行高度自治。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

度自治權，中央具有監督權力。”這一新的論斷立即

引起了香港社會一些人士的非議，特別是反對派政客

的強烈反彈。有人聲稱，中央對港擁有“全面管治

權”及“監督力”沒有法律依據，是《香港基本法》

上“僭建”的權力；有人指責，白皮書把香港的“高

度自治”變為“北京全面管治”，變成“京官治

港”，“特區的高度自治敗亡”；有人甚至聳人聽聞

地說，這些新提法是中央新領導人在香港擴權的表

現，使《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淪為廢紙

等等。對反對派歪曲和詆毀中央兩種權力言論必須予

以反駁。 

何為中央擁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及“監

督權力”？白皮書指出“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

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而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中央在全面行使管

治權方面，分為四個層面：決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

區；制定《香港基本法》，規定在香港實行的制度；

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依法行使中央直接管治香

港的權力；依法授權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把這四個

層面綜合起來就是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而全面

管治權本身包含監督權，憲法和基本法也對全國人

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家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軍事委員會等中央國家機關賦予重要的監督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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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中央管治香港的具體權

力，既包括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中具體列明的權力，也

包括隱含權力(implied powers，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沒

有明文列舉，但根據主權原則應由中央行使或保留的

權力)，例如制定和調整對香港方針政策的權力、完

善特區制度的權力、支持指導香港特首和政府依法施

政的權力、國家行為的規定權和解釋權等。”15 

必須強調中央對香港管治權有充足的法律依

據。《香港基本法》第 12 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

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請注意“直轄”

兩字)這同白皮書所講的“中華人民共是單一制國

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

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兩者在基本精神方面沒

有甚麼原則區別，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香港基

本法》第 1、2、20 條等同樣包含中央對港的管治權。

如果把《香港基本法》的條文同白皮書的內容認真對

照一下，就不難發現兩者對香港的方針政策絲毫沒有

變。 

必須強調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也有充足的法理

依據。《中英聯合聲明》第 1 條款載明：“中華人民

共和國政府決定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對香港恢復行使

主權。”從法理上說，國家主權通常是指國家固有獨

立自主地處理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而不受他國干預

或限制的 高權力。主權又是不可分割的，因而中央

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當然是全面的，不可能是部分

的、殘缺的。而恢復行使主權有多種形式，其中就包

括行使“全面管治權”。換句話說，包括中國在內的

單一制國家的中央管治權，實質上是國家主權引伸出

來的一種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的“治權”。有些人士

把這種“全面管治權”理解為僅對國防和外交兩項

的管理權是片面的，是認識上的誤區。 

 

(三) 是否損害香港司法獨立 

白皮書在“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

港’”章節中指出：“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

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各級法院法官和

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

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愛國是對

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反對派某些政客猛烈

批評白皮書這些論述“荒謬離譜”，是在基本法上的

又一“僭建物”。 

大律師公會發表四頁聲明逐點反駁：指不應將法

官及司法人員視為“治港者”，否則，會發出錯誤訊

息，令人以為香港法院是政府機構的一部分，並與政

府互相配合；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庭是根據與訟者的

論據及事實，公開透明地對法律作出解釋，不存在法

官需要就基本法“一錘定音式的 終解讀”；認同人

大常委會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但人大應絕少及極慎

重地行使解釋權，否則會予人損害香港司法獨立的印

象。通俗明白地說，大律師公會提出三個觀點：不應

把法官及司法人員列為“治港者”行列；法官及法庭

應保持中立，無需承擔“愛國”的職責；白皮書對法

官及司法人員的新解釋，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 

大律師公會還特別引述現任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2008 年擔任公會主席時，曾公開聲明，強調香港的司

法一直與行政、立法分離，不應該是管理團隊的一部

分，司法要真正的獨立，但袁國強打倒“昨日的

我”。袁國強回應大律師公會就白皮書發表的聲明明

確指出，不能認同公會有關“基本法的正確理解是由

法庭演繹，並不是法官從別處學習”的說法。他表

示，根據《香港基本法》相關章節的條文，司法人員、

司法機構以及各級法官屬於白皮書內提到的“治港

主體”。他強調，白皮書意在總結回歸後“一國兩

制”在港的落實情況，白皮書尊重香港的司法獨立。

希望各界以正面心態看整份白皮書，而不是以陰謀論

的角度詮釋。16 他還指出，公會對 2008 年發表的上

述聲明的理解“有出入”。那個聲明意在說明法官不

應該被視為“行政機關”的一部分，他現時依然持有

關主張。但白皮書所講的是“政治體制”，兩個概念

不能混淆。《香港基本法》第四章談及政治體制主要

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和司

法人員幾個部分。所以很清楚在《香港基本法》的設

計下，司法人員、司法機關以及各級法官是包括在

“治港者”之內的。筆者認為，袁國強對大律師公會

聲明的回應相當到位，既心平氣和，以理以法以事實

服人，又及時解說，白皮書對本港司法獨立絲毫無損。 

由於“治港者”是新提法，因而引起政界和學術

界的關注和討論：有的人認為所謂“治港”就是“建

制”，而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都是建制的一

部分，司法裁決在香港很有權威性，沒可能不是建制

的一部分；有的人認為，香港由行政機關制定及草擬

法律政策，立法機關通過法律，司法機關依法審判，

是特區內部三個權力中心，故都有責任貫徹及執行基

本法重任，法官及司法人員，怎能說不是“治港者”

呢？有的人則認為，從世界各個法治國家的情況來

看，稱法官為“治港者”並無不妥，司法機關是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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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比如在美國憲法體制裏，司法機關也是美

國聯邦政府三權之中的一個分支，司法獨立和公平公

正原則恰恰是對政權一個分支的要求。筆者認為，簡

單通會地說，香港法院的法官是通過裁判案件，公平

處理刑事和民事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來治

理香港，並在具體審案過程中保持司法獨立。因此法

官及有關司法人員，當然屬於“治港者”範疇。 

關於法官要“愛國”也是有法律依據。《香港基

本法》第 104 條規定，“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

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這一宣誓就是“愛國愛港”在法律上的體

現。有人問及：“外籍法官如何愛中國？”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重申：白皮書從無

要求外國人要愛中國，但一旦擔任特區的司法責任，

並宣誓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擁護基本法後，就要履

行自己的職責，不做損害國家及特區的事情。17 

 

 

四、陳李二人訪英乞求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2014 年 4 月初，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和民主黨

創黨主席李柱銘(以下簡稱陳李二人)應邀訪美加出席

關於香港民主發展的座談會。其重頭戲是 4 月 4 日陳

李二人到白宮會晤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官員，討論香港

民主現狀和行政長官普選的問題。白宮副總統辦公室

發表聲明說，會議期間美國副總統拜登順道與兩人見

面。據媒體報道，陳李向拜登談及香港發展近況，包

括“一國兩制”受到削弱，香港的核心價值(言論自

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等)受到衝擊的問題云云。

陳李不單對外抹黑香港，還公然要求美國國會重啟

1992 年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拜登表示，美

國將會長期支持香港的民主發展。又據美國自由亞州

電台報道，有美國國會的資深幕僚稱，國會已接受李

柱銘的建議，計劃於明年重啟《美國—香港政策法》，

並在短期內重組已經解散的香港工作組。 

特區政府表明，按照《香港基本法》推動政制發

展屬於特區的內部事務，外國政府應尊重這個原則。

政界人士亦指出，美國在政改關鍵時刻如此高調表態

極不尋常，憂慮外國勢力干預港事，將阻礙特區普選

進程。  

 

(一) 陳李二人訪英的歷史背景 

繼 2014 年 4 月初的“美加巡迴滙報”之旅後，

二人又聲稱，“應”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之

邀，將於 7 月 12 日赴英國倫敦進行為期一週的訪問，

期間他們將會見香港友好人士及傳媒，在特區憲制發

展關鍵時刻，在英分享他們就香港政治發展形勢及政

制改革的看法。 

陳李二人選擇在 7 月中旬訪英是有特殊的歷史背

景的。首先，7 月 15 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就要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提交要求啟動香港特區 2017 年行政長官

普選報告，有關公眾諮詢報告書也會同時提交立法會

及發表，特區政改已到了“五步曲”第一步的重要時

刻。就在這個時刻，陳李訪英的目的無非是繼續唱衰

香港，抹黑“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乞求外

部勢力干預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內部事業，以配合

英、美干預中國內政。 

其次，“末代港督”彭定康 2014 年 7 月 6 日接

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慫恿港人反對國務院新聞

辦公佈的白皮書，實際上是為英國介入香港事務“埋

伏筆”。彭定康公然聲稱《中英聯合聲明》是一份國

際協議，若港人認為當中保障香港 50 年不變，保障

港人所享有的自由的聯合聲明條款被削弱，除了向中

國反映外，也可以向英國表達關注。彭定康又將白皮

書對法官愛國愛港的要求和司法獨立互相對立起

來，聲稱白皮書試圖削弱香港司法獨立。中國外交部

駐港公署立即斥責有關人士對香港政改及白皮書的

評論罔顧事實，用意值得警惕。 

6 日之後，陳李二人以為鴻鵠將至，有了彭氏的

提醒和支持，在香港政改問題乞求英國的援助正是大

好時機，於是決定直飛倫敦。但他們錯判形勢，事與

願違。 

 

(二) 副首相接見暗藏玄機 

陳李二人訪英首日與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

務大臣施維爾會面。據由陳方安生擔任召集人的“香

港 2020”發出新聞稿，稱他們向施維爾簡介了香港

近情況，包括有大批市民參與“佔中”行動舉辦的所

謂“全民投票”，及每年的“七‧一”遊行。並要求

英國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國，應發表“更有

力”的聲明，確保香港落實“真普選”。香港各界人

士指出，香港政改是中國內政，陳李二人不應該“邀

請”外部勢力干預，助長外國勢力亂港，陳李“告洋

狀”行為與漢奸無異。 

翌日，英方又安排了禮節性角色的，自由民主黨

的副首相克萊格會見了陳李二人。據“香港 2020”新

聞稿指出，克萊格向陳李保證，英國政府會堅決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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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聯合聲明》得以全面落實。事實說明，副首相

克萊格的所謂“保證”根本做不到(也無需他來做)，

而是暗藏玄機，另有目的。據香港《大公報》駐倫敦

記者報道，7 月 17 日多數英國主流媒體均報道了中國

抗議英國干涉香港事務，並引述中國外交部指英國副

首相克萊格會見香港反對派人士、插手香港事務的做

法是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強烈不滿。 

眾所周知，2014 年 6 月在英國訪問的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曾會見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並同英國首相

卡梅倫舉行中英總理年度會晤及中英全球經濟圓桌

會。會談後，兩國政府對外發表了聯會聲明。其中第

23 條特別強調了“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以及保

持香港的繁榮穩定。 

而在中國總理剛結束訪英不久，克萊格即發表批

評中國的言論和做法，對剛有起色的中英關係構成挑

戰。當時在英國政府方面除了克萊格和施維爾與陳李

二人會面外，卡梅倫及其他保守黨內閣官員均未露

面，這顯示唐寧街要與克萊格保持距離。因身為自由

民主黨黨魁的克萊格，在 2010 年與保守黨的卡梅倫

組成聯合政府，但兩人政治理念不同，在執政政策

上，克萊格多次與卡梅倫唱反調。克萊格是公開的

“反華”政客，公然支持“藏獨”達賴。目前，克萊

格面臨着英國 2015 年大選的壓力。2014 年 5 月，自

由民主黨在地方選舉中慘遭挫選，故克萊格想利用這

次會見陳李的機會為明年大拉票。18 

 

(三) 在聽證會上自取其辱 

7 月 16 日，陳李二人出席英國議會外交事務委員

會舉辦的公聽會，就香港發展情況提供“證明”時，

不僅受到冷待而且受到嘲諷。外交事務委員會 11 個

成員僅 6 人出席，公聽會時長也不足 1 小時。期間，

陳李二人極盡抹黑白皮書，卻被英國國會議員“噴到

一面屁”。 

身為資深大律師的李柱銘大肆抨擊白皮書。稱白

皮書要求法官“愛國愛港”是新提法，對本港司法獨

立有害。他又說，香港有別於中國內地的社會主義制

度，不能接受白皮書要求法官維護國家利益。有國會

議員要求李柱銘清楚指出問題所在。李隨即稱白皮書

是“閉門造車”，該議員打斷稱“白皮書是公開文

件，非閉門進行”。李辯稱“明白不是閉門，但從未

聽聞中央官員公開保證，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會改變管

治香港的方針。”這時該議員提醒，李所言僅是“猜

測”，並反問其“為何別國都要求法官愛國，但香港

卻要忠於制度？”李卻東拉西扯，迴避問題，該議員

終於直言，“基本法源自中國憲法，中國對港方針根

本沒有改變。” 

陳方安生坐在旁邊幫腔，批評英國政府提交國會

的《香港問題半年報告》沒有如實反映香港實況，居

然毫無批判白皮書，又要求英國政府作為《中英聯合

聲明》的簽署國之一，應“扮演角色”。而有國會議

員聽完陳李二人對北京有關白皮書的控訴後表示，他

們並不認為白皮書顯示北京現有的對港政策有任何

實質性改變，也不認為白皮書對《香港基本法》條文

作出新的解釋。另外，陳方安生又稱，北京有意控制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外交事務委員會

主席即要求其提供證據。陳卻說不出所以然，只推說

“恐怕北京已經這樣做了”。 

必須特別指出，陳李二人這次赴英，試圖拉攏英

方就香港的政改問題向中央施壓，但此前，被譽為英

國政壇御用的智庫Chatham House(英國皇家國際事務

研究所)發表評論報告，表明白皮書並無顯示中央政

府對港政策有變，更沒有“僭建”《香港基本法》所

訂明的權力。不過，一心赴英“告洋狀”的陳李二

人，似乎對這份反映英方主流意見權威報告全然不

知，當國會議員在外交事務委員會公聽會引述報告質

疑二人的供詞時，陳李這兩位反對派老手都大感錯愕

窘態盡現。19 英國議員其後進一步以蘇格蘭在英國議

會授權下才能擁有自己的議會為例的高度自治由中

央授權，說明香港的普通法是源自《香港基本法》，

而《香港基本法》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

存在，又強調香港並非獨立國家，而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下實行“兩制”，這些政策根本沒有改

變，並引用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報告，反駁陳

李的一派胡言。 

陳李二人完成了為期一週的抹黑香港和白皮書

訪英之旅，碰了一鼻子灰之後，於 2014 年 7 月 20 日

返港，五十多名香港市民自發舉着標語、高呼口號到

機場抗議，市民高呼“李柱銘漢奸”、“陳方安生賣

國賊”等口號，力斥二人“反中亂港”是歷史罪人。

香港各界人士也狠批陳李二人在訪英期間大放厥

詞，就香港普選和白皮書尋求外國勢力干涉的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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