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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2014.7 ）
一、 張志軍主任訪台開啟兩岸拉近距離的寶貴契機
6 月底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率團到訪台灣。這是近 65 年來大陸對台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首次訪
台。此次訪台之旅，不僅令兩岸關係跨出這歷史性的一步，更進一步對於推進兩岸交往制度化，
增進兩岸民眾的相互了解，增強社會各界對兩岸關係發展的信心，持續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具有重要意義。
張志軍主任足跡遍及新北市、高雄市、台中市、彰化縣，行程涵蓋台灣北中南各地。與島內
藍綠專家學者、大學生、農漁民、少數民族鄉親、中小企業業者、大陸配偶、宗教信眾等各界
人士廣泛接觸，深入傾聽台灣各界、各階層民眾，特別是「三中一青」
（中小企業、中低階層收
入、中南部民眾以及台灣青年）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看法、意見與建議。
張主任此行突出走基層，充分顯示出當前大陸對台政策的新特點、新方向，即大陸開始更
加重視兩岸基層的溝通交流，更加重視台灣民眾的切身需求，更加需要深入了解台灣同胞的心
理感受。這充分反映出大陸對台政策以人為本的理念，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兩岸一家
親」的對台理念。大陸對台政策從此將更加靈活、務實，身段更加柔軟，更具人性化。張志軍
主任走基層、接地氣、通兩岸，希望以此為起點，排除干擾，克服困難，打通保持兩岸關係穩
定發展的「任督二脈」
，同時也為未來兩岸持續、密切、全方位的溝通交流，進一步增進兩岸同
胞間的民族情感，開闢了寶貴的先河。
目前台灣政治環境而言，張主任此行不免會遇到部分綠營人士的一些反對聲音，也會聽到基
層民眾對兩岸關係發展的不滿與焦慮，但客觀來講，這些多元的聲音，正是台灣多元化社會的
真實反映，同時也是大陸亟待準確把握台灣社會脈動，使對台政策更加靈活務實，趨利避害、
因勢利導、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目標與方向所在。
訪台期間，張主任與台灣方面大陸委員會主委王郁琦第二次正式會面成為了焦點，雙方就當
前兩岸關係形勢和進一步推進兩岸關係發展交換了意見，並達成了 7 個方面的共識：一、要繼
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堅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正確方向，進一步推進兩岸各領域交流合作；
二、繼續深化兩岸經濟合作和推進 ECFA 後續商談進程，盡快啟動共同研究工作，務實探討兩岸
經濟共同發展與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相銜接的適當方式與可行途徑；三、繼續協商海協會與海基
會互設辦事機構，在就探視問題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基礎上，務實妥善解決其他遺留問題，盡早
完成協商；四、繼續積極推動研究解決大陸旅客在台灣中轉和進一步便利兩岸同胞往來的問題，
支持兩岸有關方面通過適當渠道適時進行溝通；五、繼續共同培育兩岸旅遊市場，努力維護旅
遊品質，推動兩岸旅遊業健康有序和可持續發展，支持兩岸有關方面適當擴大大陸居民赴台個
人遊；六、繼續擴大深化兩岸文教科技交流合作，推動兩岸新聞交流，大力支持開展兩岸基層
民眾和青年學生交流等；七、國台辦和陸委會將繼續保持溝通聯繫，通過適當渠道逐步推動落
實。
（資料來源:中評網 文匯報）
二、 本會加入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
由28名工商政學界人士發起、38個團體聯署組成的「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日前成立並舉行
記者會。盧文端理事長代表本會出席了記者會。該聯盟「頭炮」即計劃於7月底至8月中在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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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保和平、保普選、反暴力、反佔中」簽名運動，讓全港市民就是否支持和平及普選、反
對暴力及「佔中」表態。發言人周融期望，至少可收集到80萬個簽名。
網上簽名行動本月28日開始，親身簽名則於8月2日開始，兩者均至8月17日結束，具體安排稍
後公布。大聯盟呼籲，所有贊成和平及普選、反對暴力及「佔中」的市民，都應響應支持，並
動員親朋戚友加入簽名行列。

三、

熱烈恭賀本會成員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以及獲委任為太平紳士
楊孫西創會理事長
洪祖杭首席顧問
蔡冠深首席顧問
王國強常務副會長
黃國健會務顧問
張華峰會務顧問
湯恩佳會務顧問
區永熙會務顧問
譚錦球會務顧問
葉順興會務顧問
龍子明會務顧問
樓家強理事
姚志勝執行會長
蔡毅常務副會長
施榮忻副會長

四、

榮獲「大紫荊勳章」榮銜
榮獲「金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金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金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銀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銀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銀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銀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銀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銅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銅紫荊星章」榮銜
榮獲「榮譽勳章」榮銜
榮任「太平紳士」
榮任「太平紳士」
榮任「太平紳士」

本會主要領導近日報章撰文摘要

盧文端理事長﹕中央堅守底線 泛民勿作錯判
泛民聲稱「佔中公投」有近 80 萬人，又報稱七一遊行有 51 萬之眾，再加上自認為有「佔
中核彈」在手，似乎很有底氣迫使中央在普選底線上讓步，容許對抗中央的泛民人士「入閘」。
其實，這是不可能的。面對管治權之爭，中央不可能容許香港特區的管治權旁落。中央堅守普
選底線的立場堅定不移，泛民勿錯判形勢。
關於普選，中央明確界定了兩條底線：一是法律底線，即普選須按《基本法》和人大決
定辦事；二是政治底線，即特首人選必須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這不僅是因為中央的底
線都有基本法的依據，而且在於任何中央領導人都不可能承受突破底線帶來的政治後果。中央
和泛民心裏都清楚，普選爭論的實質是由什麼人掌握香港特區管治權的問題，是管治權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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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不愛國愛港、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就等於香港的管治權旁落。
泛民確有一些人這樣認為：如果中央堅持底線不退讓，泛民就會聯手否決普選方案，到
時，「佔中」不僅會發生，而且會搞大，香港將出現難以管治的局面，中央承受得起這樣的代
價嗎？然而，如果泛民人士這樣發問，我敢保證現在的中央領導人肯定會像當年鄧小平回答英
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威脅中國的「災難論」那樣答覆：如果說堅持普選底線就會像泛民說的「帶
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中央當然希望依法落實普選，
但對泛民聯手否決已作最壞打算。對於「佔中」，中央當然不希望這種損害香港整體利益的事
情發生，但即使發生，中央不會怕，就算泛民將「搞大」，中央和特區政府也完全有信心、有
能力應對。一句話，威嚇中央，不會有實際意義。
「公投」及遊行的激情表達之後，泛民溫和派始終要回歸現實，既不要低估中央堅守底線
的決心，也不要錯判期待依法普選的民意，而應返回基本法的軌道討論普選，尋求共識落實普
選，莫令市民失望。

黃英豪會長：警方執法專業有效違法行動難以得逞
警方為確保社會治安和公眾秩序，應對「七一遊行」事前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演練。整個
清場行動時間雖延續了多個小時，但總體上得到了香港社會普遍的支持和讚許，許多人士稱譽
香港警察不愧為世界一流的警隊，是專業、高效、文明的執法者，更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良
好社會秩序的守護者。香港絕大多數的人都不希望香港出現社會動亂，因此，我們堅決反對違
法「佔中」行為，呼籲所有的意見表達，都要在法制的軌道上進行。
近日一些台灣朋友談到香港「七一遊行」之後警方清場行動時說：香港警方對於違法佔
道的示威者，採取周密部署，分批用人手抬走的方法，真是非常專業、文明，而且很有效果。
警方清場行動專業文明
據傳媒報道，警方為確保社會治安和公眾秩序，應對這次遊行事前進行了周密的部署和
演練。早在七一前夕，警方就全面動員，制定了多種應對方案，在港島區內黃竹坑警察學校設
立了違法者臨時扣留中心，還事先租用了足夠的巴士，運載清場時被拘捕的違法人士。
在清場前，警方多次高舉警告牌，先禮而後兵。在清場過程中，警方採取了嚴密的部署，
劃定區域，鎖定目標，從外到裡，逐一清理。所有參與的警員看來都是受過嚴格訓練，抬人動
作乾脆利落，招招到位。遇有極少數不合作的違法者，警員則用最低武力予以制服，令其不得
不就範。尤為難得的是，整個過程都開放給傳媒採訪，公開透明，接受社會的監察。
堅決反對違法「佔中」
有鼓吹違法「佔中」的人士稱，對付區區數百示威者，香港警方是有辦法，但如果有一
萬人以上參與，警方總共才不到四萬人，恐怕不會這麼容易了！這種說法表面上很有道理，但
只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已。首先，以香港這個崇尚法治的社會，是否會有這麼多人不惜留下案
底，影響正常生活工作及前程而參與違法行動，就很值得懷疑。其次，即使有上萬人參與，預
料警方也可以採取分區清理、各個擊破等策略，逐步恢復社會秩序。如果萬一清場過程之中發
生暴動行為，相信特區政府也會有最後的手段來確保香港的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市民的生命財
產安全。

黃英豪會長：法官屬「治港者」 理應肩負法定職責
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會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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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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他們都視為香港政治體制之下的一分子，提出了就職需要宣誓的法定要求。
國務院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白皮書，把法官和司法人員都列入「治港者」之列，符合基本法
和香港實際情況，也符合常理及國際通常做法。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日前有關看法，只是按照基
本法以及常識的闡述，並無錯誤。
有人聲稱，中央最新發表的白皮書，把法官和司法人員列入「治港者」之列，是破壞了
司法獨立。我認為這種觀點是對基本法和白皮書的一種錯誤解讀。
正確理解法官「政治中立」
首先，基本法第四章第六節第一零四條明確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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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文把上述人士並列
起來，就是把他們都視為香港政治體制之下的一分子，而且提出了就職需要宣誓的法定要求。
因此，白皮書把各級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列入「治港者」之列，是符合基本法和香港實際情況
的。
當然，基本法所提的這個「政治體制」所提到的「政治」
，是一個法律的概念，泛指整個
特別行政區的政治制度，和香港社會一般人所談的「政治」的概念有所不同。
法官和司法人員也屬於管治階層，這也是符合常理及國際通常做法的。法治的英文是「rule
of Law」
，是依照法律來治理的意思。既然是用法律來治理，履行法治重要職能的法官和司法人
員，當然也是治理者之一了。因此，我認為律師會會長林新強日前對此的有關看法，只是按照
基本法以及常識的闡述，沒有甚麼錯誤之處。
基本法保障司法不受干擾
至於把法官和司法人員列入「治港者」
，要求他們肩負其「正確理解和觀察執行香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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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令
法官和司法人員受到政治壓力而破壞香港的司法獨立傳統，我認為上述的擔憂是不必要的。
基本法明文指出：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法官及司法人員可以依法執行職務，
不受其他機構的干擾。基本法第十九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第八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
責的行為不受法律追究。」第八十九條規定：
「法官只有在無力履行職責或行為不檢的情況下，
行政長官才可根據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不少於三名當地法官組成的審議庭的建議，予以免
職。」基本法這些條文，都為法官和司法人員不受任何干擾而獨立履行職責，提供了堅實的法
律保障。而且，既然他們在就職時宣誓了要效忠基本法和香港特區，自然就要負起相應的責任
了。
(更多文章請瀏覽 http://www.zijing.org/htmls/news/464135.shtml)

林建岳監事長：
「佔中」必損訪港客意慾
旅發局昨日公布今年 1 月至 5 月旅客總人次達 2,404 萬，較去年同期上升 13.6%。旅發局
主席林建岳表示，最近有政黨聲稱會在 8 月「佔領中環」，有不少旅客已向該局駐外國辦事
處詢問有關情況。他坦言，政治環境不穩定，必定影響旅客來港意慾，身為旅發局主席，他
不希望見到破壞香港旅遊業的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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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吸引旅客訪港的黃金檔期，但有政黨聲稱會在 8 月「佔中」。林建岳昨日坦言，
暑假期間，來港旅遊的旅客人次會有增長，但不能排除「佔中」會影響旅客來港意慾，現在
已經有一些長途旅客、東南亞旅客向旅發局駐外國辦事處詢問有關情況。
計劃行程早 長途客拒冒險
他認為，一旦「佔中」
，對長途旅客的影響會較大：長途旅客都會在較早時間計劃行程，
故未必會冒險到政治環境不穩的地方旅遊。而「佔中」對旅遊業的影響，需要視乎「佔中」
規模的大小。
泰政局不穩 旅業至今蕭條
不過林建岳強調，旅遊業是很脆弱的，如旅遊業一直是泰國的經濟重心，但因政局不穩，
當地的旅遊業至今仍然蕭條，要重建是旅客對泰國的信心還需要一段時間恢復。越南早前也
因政局不穩，令不少旅客到當地旅遊的意慾減低。
他相信，香港一旦發生「佔中」
，相信會減少旅客來港意慾，屆時不單只旅遊業，甚至相
關的行業，如零售業、酒店業等都會受漣漪效應所影響。
五、 姚志勝執行會長等接待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喬衛副主席一行

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一行到訪本會，受到姚志勝執行會長等的熱烈歡迎，雙方就會務合作等多
方面交流了寶貴的意見。圖為大合照，左起：中國僑聯桑寶山處長、孔濤部長、陳金烈會務顧
問、陳有慶首席顧問、喬衛副主席、姚志勝執行會長、陳青東副會長、吳天賜副會長、吳軍捷
副秘書長。
六、 本會第二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議將於 7 月 30 日召開
本會第二屆第二次常務理事會將於 2014 年 7 月 30 日下午 4:00 於本會會址召開。會議議程是：
領導講話﹔宣佈本會有限公司註冊的法律程序正式完成﹔介紹 9 月組團訪京計劃﹔介紹本會
將於 12 月 15 日舉辦第二屆「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的基本情況等。敬請留意並請出席（已
專函通知有關人士）。
電 話 :(852) 3151 7576

傳 真 :(852) 3151 7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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