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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2017 年第 10 期） 
一、 近期要聞 
1. 李飛：特區須盡四大憲制責任 

由香港特區政府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主辦的香港特區成立 20周年基本法
研討會 11 月 16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李飛在研討會上以《在國家憲法及基
本法下，香港作為國家特別行政區的角色及使命》為題作主題演講。他指出，
此主題在當前的歷史背景下具有三層意義，一是香港特區從何而來，即「你從
哪裡來」；二是香港特區在國家體制中具有何種地位，即「你是誰」；三是香港
特區要做什麼，即「你到哪裡去」。 

他強調，這三層含義邏輯緊密，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理解好三者的關係，
才能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更好地認識香港，找準定位，走向未來。李飛
指出，權力與責任是相伴相生的，「享有權力，就要承擔責任……所以，哪怕香
港特別行政區再『特別』，對於國家也應當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要保證自己長
期繁榮穩定，保持社會和諧發展，決不偏離國家的大局，努力促進國家目標更好地實現。」他認為，倘要說香港
特區應當承擔哪些憲制責任，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該為國家做什麼；另
一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國家的一部分，該為自己和香港同胞做什麼。」 

李飛指出，特區制度是國家制度一個組成部分，不能背離憲法規定來運行，最直接、明了的答案便是「一國
兩制」的根本宗旨， 即「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他續說，對這兩句話最
好的詮釋便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明確提出的、中央領導人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的
「三個有機結合」，也就是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
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不能偏廢。」 

從香港特區角度來看，李飛認為，倘要深刻領會並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以上宗旨和要求，必須承擔以下 4方面
的責任，包括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的責任；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責
任；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努力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責任；維護香港本地長期繁榮穩定的責任。 

李飛又高度概括、闡述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及港澳的部分，指報告中將堅持「一國兩制」
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14 條基本方略之一，更彰顯了其重要戰略地位。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11/17/pdf1.htm (文匯報) 

 
2. 國台辦藉加泰預警：「台獨」注定失敗 

台灣地區前外事部門負責人歐鴻煉日前稱，蔡英文當局應在「兩岸一家親」的
基礎上和大陸進行政治談判，並稱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就是「台獨」最好的例
子，「台獨」成功的可能性基本是零。對此，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 11月 15日
在例行發佈會上回應指出，加泰羅尼亞公投失敗充分說明，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不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是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所以「台獨」是注
定要失敗的。 

馬曉光表示，隨着大陸的繁榮進步，隨着我們對台政策善意的不斷釋放和表
達，越來越多的台灣同胞，包括一些台灣有識之士，他們深刻體認到「兩岸一家
親」的理念，願意參與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中來，「這是好事」。 

馬曉光說，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尊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而台灣當
局領導人則稱他們認識到「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他提醒，兩字之差有很大區
別。他認為，蔡英文應說清楚，「九二會談」兩岸達成了什麼樣的共識，這個共識
的核心意涵是什麼，她還應繼續完成答卷，即要明確表明尊重「九二共識」的歷史

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他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才能順利發展，反之，兩岸關係就遭受曲折，經受波瀾。他指出，

「台獨」始終站在兩岸關係發展的對立面，他們無所不用其極地干擾阻撓和反對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兩岸民眾的
交流，所以說要維護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就要共同反對「台獨」。他續指，兩岸同胞是骨肉兄弟，都是中華民
族的一分子，所以兩岸民眾要交流、要合作，這是歷史潮流，無論兩岸關係怎樣風雲變幻都是阻擋不了的，而
且還會繼續以「沛然莫之能禦」的態勢發展下去。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11/16/a17-1116.pdf  (文匯報) 

 

▲ 西班牙市民示威，反對加

泰羅尼亞獨立自治，要求西班

牙國家完整。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致辭。 

http://pdf.wenweipo.com/2017/11/17/pdf1.htm
http://pdf.wenweipo.com/2017/11/16/a17-11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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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秀柱 11 月初率團訪陸 十九大後藍營高層第一位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 11 月 6日率團以中華青雁和平教育基金會理事長身

份展開為期 8天的大陸行程，足跡將遍佈武漢、杭州與上海等地。洪是十九大後
首位登陸的藍營高層。曾任洪秀柱競選發言人的李昶志亦隨洪秀柱訪問大陸。他表
示，當前兩岸關係冰凍僵持，但洪秀柱依舊秉持理想希望透過民間力量扶植台灣青
壯派與中小企業主。這次有不少中小企業主隨行，有別過去國民黨率財團或大企業
老闆訪陸的模式。洪秀柱心心念念在年輕人才的培養與用壯育青，當然更希望正在
崛起的中國大陸及一帶一路戰略，讓台灣年輕人與企業家能有參與的機會，能夠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搭著這艘風船讓年輕人透由大陸走向全球。  

李昶志說，洪秀柱這次前往武漢，還有一個原因是武漢當地跟中國國民黨有很
深的歷史淵源。眾所周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第一槍發源地就在武漢，這對我們

而言是非常具意義的地方。  
李昶志說，我們也可藉由這次參訪實際瞭解大陸對台的想法。中共十九大後剛結束，一定會有相關政策出

台。洪秀柱此行若跟大陸領導會談，對於兩岸相政策與新方向也會更快速地掌握瞭解。國民黨在變動的兩岸關係
中也才知道如何能扮演好未來兩岸和平交流與溝通的角色。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8/6/8/3/104868363.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868363&mdate=1106003755 (中評社) 
 
4. 張亞中：吳敦義主席豈能如此失格失職 

「行政院長」賴清德 11月 3日拜會前「行政院長」、中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 3日在臉書發文「吳敦義主席豈能
如此失格失職」。他認為吳在會見賴時，應提出以「台獨」借殼淘空「中華民國」
的違憲及危險等五點不滿，吳卻一點都沒有提，如此失格失職，他如何對得起目仍
正在捍衛理念、堅持立場、戮力抗爭、期望再起的中國國民黨員？  
  張亞中所指的五點不滿是：一、黨產會定位與行為的不法；二、剝奪軍公教財
產的不法；三、以「台獨」借殼淘空「中華民國」的違憲及危險；四、去中國化是
數典忘祖的行為；五、不接受九二共識是陷台灣於經濟困境、安全危境。  

張亞中表示，吳敦義可能到現在還不了解，他的身分已經是中國國民黨的主席。賴清德與他見面，是因為吳
的黨主席身分，而不是他曾為前「副總統」、前「行政院長」、或前高雄市長的身分。 從吳敦義主席與賴清德的
談話內容可知，對於吳主席而言，民進黨以違法違憲的手法來清算國民黨的財產，這不是件甚麼大事；民進黨
用亂法鬥爭的方式來剝奪軍公教的合法退休金，也與吳主席無關；民進黨主張台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
「借殼上市」做法，吳主席也不以為意；民進黨加快其去中國化教育文化政策腳步的行為，吳主席也沒有感
覺；民進黨堅決不接受九二共識，吳主席也樂得以此做為與民進黨的不同區隔。所以，以上五點，吳主席在與
賴清德見面時，絕口不提。  
  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吳竟還以手牽手來表達他的立場。或許吳主席認為這只是官場中的一場假戲，但是
他似乎完全不了解，士大夫在公共場合的互動也必須有禮有節。吳主席歡笑的牽著賴清德的手走進會場，尤其
當目前民進黨正對國民黨進行追殺、對「中華民國」不忠誠時，這樣的行為不能說是禮貌，而是完全自失立場
與屈辱。吳主席的行為，讓所有中國國民黨的黨員都受到屈辱了。他們看到的似乎是一個缺少思考能力、在乎
官場演戲，自取其辱但卻渾然不知的一位黨主席。  
資料來源：http://hk.crntt.com/doc/1048/6/7/6/104867619.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104867619 (中評社) 
 
5. 「港獨」勾結台日組「反共聯盟」 

在本港市民與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

下，「港獨」活動近期似乎轉趨低調。不

過，據調查發現，多個「港獨」組織頭

目正加強與海外「獨派」組織及反華分

子的聯繫，其中「本民前」黃台仰、「香

港民族黨」陳浩天、「青政」梁游等人，

早前與日本右翼政客在香港密會，積極

謀組「反共聯盟」，並計劃明年首季在日

本舉行成立大會。 

資料來源：http://pdf.wenweipo.com/2017/11/20/pdf2.htm (文匯報) 

▲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 

▲ 洪秀柱到訪大陸。 

 

http://hk.crntt.com/doc/1048/6/8/3/104868363.html?coluid=1&kindid=0&docid=104868363&mdate=1106003755
http://hk.crntt.com/doc/1048/6/7/6/104867619.html?coluid=93&kindid=2910&docid=104867619
http://pdf.wenweipo.com/2017/11/20/pdf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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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要會務 
1. 本會舉辦「學習十九大精神座談會」中聯辦楊建平副主任應邀出席 

本會攜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 11 月 14 日舉行「學習十九大精神座談會」，邀請到中聯辦副主任楊
建平、中聯辦台務部部長唐怡源等出席，與會者在學習十九大報告的同時，圍繞如何在香港貫徹落實十
九大精神進行討論及提出建議。 

楊建平副主任作為十九大代表，介紹了大會的情況，宣講了十九大報告的主要精神。本會盧文端理
事長、黃英豪會長、林建岳監事長、姚志勝執行會長、社會研究及宣傳委員會凌友詩副主任、朱家健理
事以及和發會的林廣兆會長、蘇永安理事長、陳亨利常務副會長、任暉副理事長、青創中心的羅霄和吳
國桓執行主任等分別發言，暢談了學習十九大精神的感受，提出了如何貫徹落實的具體意見。大家普遍
認為，要全面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就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嚴格按照憲法和基
本法辦事，全面準確地落實「一國兩制」方針，要加深對國家進入發展新時代的認識，把香港的發展全
面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之中，為國家建設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做出更大的貢獻。 

 
 
 

 
 
 
 
 
 
 
 

 
 

   
  ▲ 與會者現況。 

 

▲ 與會者大合照。 

非常榮幸作為十九大代表，有兩點想分享： 
1.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及 7.1特首就職典禮所說：「恐怕沒有比『一國兩

制』更高明的政治智慧了」。香港應提高對國家的制度自信，擺正「一國」和「兩制」

的關係，從而提高香港「一國兩制」的制度自信，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尋求更大的

發展空間。 
2. 十九大中，提到對香港的管治方針主要有三方面： 
一、 強調國家和香港的關係，履行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憲制責任。 
二、 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堅持「一國兩制」實踐不走樣不變形。 
三、 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保持香港繁榮穩定。 楊建平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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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文端理事長 

我想就落實十九大中關於「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內容，提出建議。 
一、關於「一帶一路」建設的建議 

香港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節點。全面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商界擔當重
要角色。對此，我有三點建議： 
第一，中央有關方面和特區政府，採取有效措施，支持香港的工商界組織起來，聯合港澳台
僑的工商專業界人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既為業界聯繫「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擴大
網絡，開拓商機，開展多方面的合作，帶動相關國家經濟發展，造福當地民眾，又為香港發
展和國家富強作出貢獻。 
第二，建議國家考慮在香港設立「一帶一路」商務中心。 
第三，希望國家的駐外機構，為香港的工商界組織經貿代表團訪問「一帶一路」相關國家，
提供必要的協助和支持。 
二、關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建議 

根據十九大的要求，如何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和建設，解決港澳居民的國民待遇問
題，值得高度重視。對此，我提三點建議： 
第一，盡可能在大灣區給予港人國民待遇，包括在居住標準、學歷資格、就業工作、子女教
育以至置業經商等方面。 
第二，出台優惠政策，進一步降低青年創業投資准入門檻，放寬業務註冊地域限制，提供稅
率優惠的貸款，鼓勵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創業。 
第三，取消大灣區成員之間的電話漫遊收費，以真正建立共同的生活圈。 

黃英豪會長 

林建岳監事長 

下面，我就落實十九大報告關於香港問題的論述，提出兩方面的建議： 
第一個建議：愛國愛港社團應該認真學習和落實十九大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報告中，提出發展壯大愛國愛港力量，這實際上也是對愛國愛港社團提出

的要求。我們應該認真學習十九大精神，這既是要鼓舞鬥志，更是要清楚了解十九大對港澳工
作的新要求，結合社團的發展，落實十九大精神。 

第二個建議：增強港人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建議在港設立《「中國文化」海外傳播中心》。 
我們看到，2012 年 9 月，香港中學的國民教育計劃夭折，雖說主要原因是反對派的聯手

「圍剿」，但特區政府委托編寫的國民教育教材質量差、引發爭議的問題，也不能忽視。事件也
反映香港國民教育教材嚴重缺乏的問題。因此，我建議，在香港成立《「中國文化」海外傳播中
心》，既做好對海外講好中國故事的工作，又作為支持香港國民教育的基地。 

事實上，美國在香港中文大學設立智庫機構——香港美國中心，不僅免費向全港教育機構
提供通識教材，而且進行教師培訓，對香港青少年學生進行心戰洗腦。我們需要以國家的力量
抵制美國的滲透，在香港設立《「中國文化」海外傳播中心》作為智庫基地，既編寫教材，又培
訓教師，對香港的國民教育提供實質有效的支持。 

第一， 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
現實問題，裡面也涉及很多法律層面的內容。建議要就憲法和基本法如何銜接、在香港如何嚴格
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等重大法律與實踐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針對一些港人最關注的問
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一個權威性、原則性的法律解釋，這對於我們做好香港法律界的工
作，爭取香港人心的真正回歸，具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 從法律方面遏制「港獨」 
        由於 23 條本地立法在近年內都難以落實，建議特區政府運用香港現有法律，檢控「港獨」
行為，嘗試創造出有關成功檢控和定罪的案例。如果這方面依然不能收到切實效果，就應適當修
改《反分裂國家法》，然後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作為香港適用的
全國性法律。 

第三，要繼續發揮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全面推動港台之間的民間交流，全面爭取
台灣青年民意。建議根據目前兩岸關係發展以及島內政治格局的變化﹐要制定出戰略性的長遠規
劃和未來兩到三年的具體交流計劃。有效運用資源，設立港台交流基金。進一步明確交流的目
標﹐制定出如何通過交流來落實的策略。尤其要從兩岸和平發展的現狀﹑中華歷史文化﹑教育和
科技交流經貿等方面，訂出相應的量化交流目標，尤其是多做一些專門性的對口交流。比如，書
畫及演講比賽、技能交流、創業設計大賽等等。也可考慮打破禁忌，由香港的愛國愛港團體出
面，邀請泛綠的人士來港，力爭做他們的爭取轉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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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學學科教材改革的想法。 

 (A) 物理科：加入國家兩彈一星、潛水艇、超級電腦、蛟龍號、航天科技等例子。 

(B) 地理科：加入國家各省份的農業、狹谷、盤地、河流等作例子，也要學習各省份的

地理和產業結構。 

(C) 音樂科：教授愛國的歌曲。 

(D) 美術科：可學習國畫、書法、陶瓷等。 

(E) 數學科：以中國人名字或事例融入事例情節。 

凌友詩理事 

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以針對行政機關的 「任命權」、「監督權」、「政策意向表達

權」和「指令權」為最核心。任命權與監督權互為表裡。而政策意向表達權和指令權

是監督權的支撐。政策意向表達權由國務院公布，以白皮書表述，是中央行使對香港

政策意向表逵權的較佳方式。指令權不宜多用，用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核心利益

而香港又難以完成的事情上。 

       三個配合中央管治的配套措施包括： 

（一）從香港菁英中挑選顧問，經常收集訊息，諮詢意見。（二）建立人才庫，推送人

才。（三）積極關心、協調、支持民間愛國愛港團體，讓他們的活動全面鋪開，可持

續、可發展，無後顧之憂。 

姚志勝執行會長 

關於學習和落實十九大精神，我想提出三方面的建議： 
1、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緊緊抓住反「港獨」旗幟不放。 

為了確保香港「一國兩制」實踐的正確方向，我建議：緊緊抓住反「港
獨」旗幟不放，牢牢掌握反「港獨」的話語權，既作為政治上擠壓「泛民」
的一個重要抓手，又對「本土意識」保持壓力。我們應該以反「港獨」為旗
號，理直氣壯在學校推動國民教育。 
2、幫助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我們應該幫助香港青年應看清大勢，抓緊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對此，我有兩個建議： 
第一，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
面推進內地同香港、澳門互利合作。我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和特區政府應該
研究提出具體優惠的政策措施，為香港的年輕人在大灣區建設中提供發展的
機會。 
第二，建議輪流安排香港的青年學生代表旁聽一年一度的中央及地方的「兩
會」，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和香港所面臨的機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
員應該走進校園，介紹國情，增加香港學生對國家事務的了解和參與，以加
強國民身份的認同。 
3、建議在香港舉辦一年一度的「兩岸四地青年創業論壇」 

我建議，請知名企業家參與，在香港舉辦「兩岸四地青年創業論壇」，為
兩岸四地年青人提供一個交流分享平台，幫助他們了解國家的最新發展，並
帶動他們抓住國家發展的機遇。 

朱家健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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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交流暨攝影比賽得獎作品公佈 
本會於 10 月 13 日舉行了文化交流暨攝影比賽，攝影比賽反應熱烈。經過本會秘書處初選及本

會領導評審後，選出了冠亞季軍及 5 位優異獎，得獎作品如下，再次恭喜各獲獎人士。 

 
   

鯉魚門炮台英軍營房遺址 
        彈痕累累，斷柱殘垣，英軍在此遭重創，不到半天失陷了這個花了幾十年興建，自以為是固若金
湯的炮台。1941 年 12 月 16 日，日軍從此登陸，佔領亞公岩、北角，南北夾擊，撕開了港島英軍東、
西旅的防線，逼使英軍不到十日投降。香港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苦海。 
 

 
砲  頌 

大砲昂首指上天   祖國有你敵膽寒 

一身威嚴懷正氣   反獨促統志更堅 

      

火藥庫 

香港海防百餘年 

保存遺跡為紀念 

不忘歷史得傳承 

安享太平每一天 

 

   

吳軍捷副秘書長 

莊麗珠理事 

鄺松玲女士 

冠軍 

亞軍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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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獎五位： 

 
 

       今天參加和統會組織的文化交流日，

參觀香港海防博物館及古跡徑，看到

1880 年面對俄羅斯和法國太平洋艦隊威

脅而建的鯉魚門堡壘，炮台和火藥遺

址，我慶幸自己生活在和平時代，我希

望世界永遠和平，人民幸福，不要再經

歷戰爭的痛苦。 

得獎者：洪麗孟常務理事 
 
 

 
 

進入古蹟徑的電梯樓 

門外招牌小    館內乾坤大 

       海防博物館聳然直立長方形的電梯

樓門外，右側牆上有一排標明“香港海

防博物館”的小招牌，進門上電梯，出

電梯即踏上古蹟徑，它却是 34200 平方

米的海防展覽塲地。真是“門外招牌

小、館內乾坤大”。 

得獎者：戴建評理事 

 
 

       海防博物館的展覽館內有數條通道連

接整個山內的核心建築，使當時的軍事

人員可以迅速地通往各方向的守衛處增

援和將重型武器和裝備搬運而建成。 

得獎者：黎嘉恩先生 

 
 
        風和日麗，大炮昂立在山邊不忘初衷守護者港島，
香港海防博物館，喜迎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日。 
得獎者：陳春進先生 

 
      
        香港海防博物館位於香港島筲箕灣，由舊鯉魚門炮台改建而
成，炮台原是英軍於 19 世紀所建，擁有百多年歷史。博物館展出
了坦克、大炮等軍事物資，我們通過今天的參觀可從中深刻的一
窺香港自明、清兩代、英治時期、抗日戰爭至回歸祖國以後的偉
大海防歷史。 
得獎者：姚文理事      

優 優 優 

優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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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會組織出席 2017 年台港澳中青年骨幹國情研習班 

本會林至穎理事、管樂理事代表本會出席 11 月 6 至 12 日於北京、廣西舉行的「2017 年台港澳

中青年骨幹國情研班。期間，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執行副秘書長孫凌雁、副秘書長馮紀林等領導接

見，林至穎理事亦獲委任為研習班副班長。 

  
▲ 2017 年台港澳中青年人士國情研習班學員合照。(前排

右一為林至穎理事、第二排右四為管樂理事) 

▲ 港澳青年學員於廣西南寧伊嶺岩合照。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秘書處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