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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下午，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深圳举办
“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 维护
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专题座谈会，香港、澳门及内地 40多位专家学者
出席。

大家一致认为，重温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
有利于正本清源、辨析香港当前问题的实质、找
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当前香港问题，必须在
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上深化认识、凝聚共识，形成全社会维护法
治、守护家园的坚强力量。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结合邓小平同志关于香
港问题的重要讲话，对“一国两制”的内涵进行
了重申和强调。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徐泽指出，邓小平关于
“一国两制”的主要思想，归纳地说，是两个基本点，
即统一和发展，这也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初心。
为保证“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习近平主席
对“一国两制”宪制秩序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从统一和发展这两个基本点上对邓小平“一国两
制”构想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是为“一国
两制”承载新使命作出的战略部署。全面准确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要旨是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
要义是正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教授表示，“一国两
制”是一个由“一国”和“两制”结合而成的概
念，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国”是“两制”的前
提和基础，没有“一国”就不可能有“两制”。

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表
示，中央对实行“一国两制”设定的前提条件一
直非常明确，那就是“一国”，只要尊重、维护好

“一国”，“两制”就有无限发展空间。没有“一
国”，就没有“两制”。

与会者认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要正确认识中央的权力。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并非中央什么都不
管。香港发生动乱，中央当然可以干预，让‘一
国两制’回归正轨。驻军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
两制’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香
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说。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
表示，即便中央迫不得已出手平定香港的动乱，
不但不表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结束，反而是
中央履行中央对国家和香港的责任，让“一国两
制”行稳致远。“当然，香港特别行政区能够自行
平息动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便更能充分体
现。”他说。

当务之急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与会专家认为，止暴制乱是当前香港最重要
的事情。徐泽表示，当前在香港发生的问题，也
包括自回归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法律问
题，究其根本，是社会在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
理解上缺乏共识，而各种反对势力从中蛊惑生
乱，导致香港政治争抝不断，近期甚至出现一系
列严重冲击“三条底线”的暴力犯罪行为和一些
极其错误危险的政治倾向。解决问题之道，必须
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宪制基础的特别行政区
宪制秩序上深化认识，凝聚共识，形成全社会维
护法治、守护家园的坚强力量。

许多专家强调，对于要从根本上毁掉特别行
政区宪制秩序、毁掉香港法治的犯罪活动，绝不
能姑息，必须依法惩治。

王振民表示，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遇到
回归20多年最大的挑战，“一国两制”的根基和底
线正在被疯狂破坏，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不断被突
破。平息动乱的“锦囊妙计”就是要回归法治，
回归“一国两制”，严格按照宪法、基本法和香港
法律办事，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良策。前

提是立即停止暴力，恢复秩序，恢复法治。
周叶中认为，应从特别行政区维护“一国”

原则底线的宪制义务出发，通过激活特别行政区
自身的法律制度等方式，强化“一国两制”在特
别行政区内部的保障机制。

“香港居民的团结是防止和解决动乱的一个重
要条件，香港市民应该支持特区政府止暴制乱。”
澳门大学法学院骆伟建提出，爱国爱港力量要团结
起来，只要我们坚定有效地采取措施，完全可以制
止动乱，发起动乱势力的图谋就永远不可能得逞。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国家战略所需

与会专家认为，保持香港繁荣是国家战略所
需，要以香港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实现互利双赢。

徐泽指出，“一国两制”构想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党和国家的
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背景下
提出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一国两制”实践为我
国的快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在“一国两制”
框架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旨在发挥港澳的独特
作用，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
的支撑引领作用，是香港不可或缺的发展机遇。

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表示，保
持香港繁荣稳定和维护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相互
依存，不可分割。一个长期繁荣稳定的香港，对
国家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参与全球治
理伟大进程中，香港是国家的重要稀缺资源，具
有重大战略价值。”郭万达认为，应进一步凸显香
港在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和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方面
的特殊功能，充分发挥香港在国家参与全球治
理、链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冲大国博弈
中的冲突风险等方面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更好
地服务国家战略。

本报北京电 8 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省
（区、市） 系列新闻发布会，请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勤俭，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江苏
省人民政府省长吴政隆介绍“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
程的江苏实践”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近年来，江苏切实保持规模总量持续平稳增长，又
着力实现质量结构效益的加快提升。在经济体量迈上9万
亿元台阶的同时，江苏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 8500 亿
元，科技进步贡献率达 63%，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比重
达到43.8%。

娄勤俭介绍，江苏已成为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热
土。“不见面审批”、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成为江苏营商环
境的名片。江苏市场主体突破900万户，世界500强企业
中有389家落户江苏，剑桥、牛津、帝国理工、斯坦福、
清华、北大等大批世界名校在江苏设立技术开发和转移
服务机构。

江苏还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高地。吴政隆说，
江苏是经济大省、外贸大省，也是对美贸易大省。去
年江苏对美进出口总额达 1075 亿美元，其中出口930亿
美元，分别占全国对美进出口、出口的17%和19.4%；占
江苏进出口、出口总额的 16.2%和 23%。在中美经贸摩
擦加剧的情况下，上半年江苏进出口总额 3054 亿美
元，占全国的 1/7；实际利用外资 152.5 亿美元，继续
保持全国第一。

到 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两大核心指标，目前，江苏已提前实现，并基本消除
绝对贫困。

发布会上，娄勤俭说：我们没有匆匆忙忙往基本现
代化赶、将来再回过头来补课，而是扎实补短板强弱
项，坚决防止低收入人口年收入低于脱贫标准、适龄儿
童在义务教育阶段因贫失学、群众因病致贫返贫和住着
危房“被小康”现象的发生。

江苏正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精准帮扶年收入
6000元以下的低收入人口，在办好民生实事、推动社会
事业全面发展上狠下功夫。

历史上，扬州、苏州、连云港都是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的重要港口城市，徐州也是古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的连
接点。如今，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江苏有了新的
发展规划。

娄勤俭表示，交汇点是向东开放和向西开放的交
汇，江苏要从双向开放新高度来谋划，做到“承东启
西”，还要集全省之力，推动经贸、社会、人文、民心的
全方位开放。对此，江苏出台了 《高质量推进交汇点建
设的意见》，并组织实施“五大计划”，建立重点项目库
和项目推进机制。目前，列入省重点项目有80多个，总
投资达1400多亿元。

“五大计划”正在深入实施，推动江苏交汇点建设打开了新局面。目
前，江苏省内形成了多点支撑的新局面，连云港、徐州、南京、苏州、南
通等城市的支点作用越来越强。境外园区也多点开花，此外，江苏与62个
国家和地区缔结了330对友城，数量居全国首位，现在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的
家门口出现了江苏企业、江苏医院、江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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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口浪尖上的香港警察
本报记者 连锦添 陈 然

“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
话”专题座谈会召开

坚定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
本报记者 叶 子

持续两个多月的非法集会和暴力活动，把香港警察
推到风口浪尖。

这是一支闻名遐迩的现代化警队，至今年7月底，香
港警务处有 3 万多名正规警察、辅警及 4000 多名文职人
员。香港回归后，警队被誉为世界上最专业的警察机构
之一。

为了止暴制乱，他们夜以继日，艰苦奋战。两个多
月来他们受累、受伤、受攻击、受委屈，在困难时刻，
仍然无畏无惧、坚守岗位、维护法治。

警队执法：文明克制，公认够专业

进入6月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无所不用其极地抹黑警
察，煽动仇警情绪。而事实与他们诬蔑攻击的完全相反。

公开报道显示，香港激进示威者的装备不断升级，
其武器库甚至有危险化学品。7月，警方在荃湾查获烈性
炸药TATP、燃烧弹和一批武器等，抓获3人。

一线警察指出，激进示威者携带的武器越来越危
险，从石块、铁棍到发射钢珠的弹弓和伞尖绑着刀的雨
伞，严重威胁在场警员的生命安全。

8 月 18 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对有团
体以针对警方的口号举行集会表示遗憾。发言人说，两
个多月来，多间警署受到总计超过 75次攻击和破坏，至
今共有约180名警员被袭击受伤。

从警 20多年的英籍香港警察、总警司庄定贤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这是他从警以来面对的最危险局面。在某
些危险的局势下，可能会有百名示威者包围着一名警察
的情况。

8月13日晚，一名警员在机场内被一群激进示威者挤
到角落疯狂殴打，生命受到威胁，警员拔枪指向激进示
威者，才得以脱险。

警方东九龙总区冲锋队高级督察黄家伦，8月5日在
黄大仙执勤时被激进示威者击伤，一颗牙齿碎裂，但他
坚持住，继续工作。

即使文职人员，也可能受伤，警察公共关系科一名
警官告诉记者，他在前方负责媒体联络，有一次被弹弓
射来的砖头击中腰部。

8 月 19 日，针对激进示威者指控“警察滥用暴力”，
警方凌晨发表声明指出，过去两个多月不少大型示威活
动都出现暴力事件，警队一直保持克制忍让，只是在有
人暴力冲击或作出违法暴力行为、危害在场人士的人身
安全时，才使用相应武力加以制止。激进示威者忽略其
首先挑衅警方及暴力冲击的行为，只批评警方使用武
力，是倒果为因，很不公允。

警方在8月19日下午的记者会上指出：“只要示威者
不使用激进的手法及暴力冲击警方，警方亦不会使用武
力。”警官引用了一个例子：8月17日有激进示威者在旺
角道天桥上向下投掷垃圾桶，导致警车车顶凹陷，警员
于是从桥下向上发射一枚布袋弹。当时桥下有记者及市
民，不少人没有穿着保护衣物，高处掷下硬物足以致
命，现场警员发现有人意图进一步投掷硬物，为保障其
他市民安全，作出适合的判断和行动，完成后发现桥上
激进示威者散去。可见当时的决定是恰当及正确的。

曾任警队高级督察的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成员傅健
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前线警员高水准执法，其表
现让他“既骄傲又心痛”。他认为，警方一直是克制及容
忍的，现场处置仅使用所需的最低武力。他举例说，有
个女激进示威者向警方投掷高腐蚀性的通渠水，却失手
把自己烫伤，在场警员虽被她疯狂辱骂，仍然第一时间
对她施以救助，“如此表现，实在令人敬佩！”

这些事实，市民更看在眼里。日前，署名“不再沉
默的香港市民”发布文告指出，面对非理性的暴力行

为，警队一直忍辱负重，维持着社会秩序。
香港立法会议员葛珮帆指出，那些指控“警察滥

暴”的人，完全是颠倒黑白。事实是激进示威者一次次
堵路、袭击、打人、掷物、围攻警署在先，警方只是使
用适当武力恢复社会秩序。

任职教育界的曾先生对本报记者表示，某些媒体镜
头专门记录警察向激进示威者施放催泪弹等画面，却完
全忽视由激进示威者首先发起的猖狂袭警行为。

一线警员：累到虚脱，家属受欺凌

警察执勤有多辛苦？一名前线警察在社交平台发文
讲述真实情景：对面的暴徒随时会扔来一个汽油弹，砖
头飞过来如同“下雨”，还有好几所警署被人纵火。“背
着三四十磅重的装备，最长连续 30个小时跟激进暴力分
子对峙，累了就睡马路、坑渠边”。同事们拿破烂的塑料

路障和纸皮箱当枕头，席地而睡。
用餐时有后勤送到行动地点，但只能轮流让一小部

分人暂离防线，退后十几、二十几米，坐在马路上快速
进餐。“曾有过连续10个小时不停地消耗体力，却完全没
有吃东西。同事来送饭，却被暴徒殴打。”

现驻守九龙东警区的阿明本身并不是一线的防暴警
员，他告诉本报记者，常常看见同事从前线回到警署
后，满头大汗、双眼通红，还有人脱下装备后双手发
抖、站也站不稳，“基本上每个人都临近虚脱状态”。

阿明解释，防暴警员在暑期高温潮热的天气里，穿
戴几十斤重的防暴装备连续执勤，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而且，大多数警员为了少去厕所，往往长时间滴水不进，

“不补充水分，又大量出汗，就是铁打的人也会受不了啊！”
香港警察面临的空前压力来自方方面面。立法会7月

1日被激进暴力分子暴力冲击破坏。一名防暴警察的妻子
后来发文讲述家里的情景：“我丈夫经过一天的奋战后回
到家中，身心俱疲，还没来得及冲凉便睡倒在沙发上。
醒来看到电视新闻回放片段，‘尊贵的’议员在那里批评
警方，我丈夫非常气愤，委屈落泪，握在手中的玻璃杯
也爆裂，血水从指缝间滴下。”

香港警察屡遭无理指责，家人也经常受到骚扰、辱
骂和威胁。有警察宿舍被喷上“祸必及妻儿”字句，还
有警察子女在学校遭到欺凌。

金钟添马公园，一场挺警方的集会上，一位警察家
属谈起近来遭遇时情不自禁落泪。她无奈地说：“我现在
不敢跟人说我是警察家属，甚至不敢讨论相关话题。”有
的家属打车或坐巴士选择提前或者迟一站下车，再走回
警察宿舍的家……

8月22日，特区政府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
警司莫俊杰在记者会上透露，共有1614名警察及家属的个
人资料被人发布在网上，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生日、住
址、照片等，这些警员和家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恐吓。

市民：为警察加油，公道在人心

广大香港市民以多种形式表达对警队的敬意和支
持。多场全港性的挺警活动获得热烈响应。8月10日是由
守护香港大联盟发起的“全民撑警日”，市民自发到各警
署登门感谢、送上心意贺卡、联署公开信、众筹购买慰
问品等。当天就有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参与，之后，挺警
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阿 Sir，见到你们受伤，我们心痛了！”深水埗一位
居民在慰问信中写道。

“你们站在守护‘一国两制’的最前线，多谢你们，
加油！”这句话来自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侮辱和谩骂没有让你们犹豫，砖头和铁枝没有让你
们畏惧！”一位社团领袖说道。

“纵使前路有多艰辛，我们都会支持你们！”这是一
位市民的勉励。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曾先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曾加入“少年警讯”。凭着多年对警队的了解，他始终对香
港警察充满信心。黄大仙警署遭破坏后，他第一时间赶去
慰问警方。他说，当天在警署外看见辱骂警察的字句，
又心痛又气愤，“宿舍窗户碎裂满地，外墙边仍有纵火的
痕迹，不敢想象警察家属在此度过了怎样黑暗的一夜。”

他愤慨地表示，激进示威者屡次用武力挑衅警方，事后
又四处造谣，甚至反咬一口，令前线警员被无故怀疑及抹
黑，执法举步维艰，“我没有能力帮他们分担工作任务，但
我要让他们知道，有良知的香港市民都与警队站在一起。”

阿明对本报记者表示：“外界的攻击侮辱，打压不了
我们的士气，大家会站得更近、更加团结。”

（本报香港8月25日电）

▲ 图 为 8 月 20
日，香港省级政协委
员举行撑警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图为 8 月 9 日，
香港市民为警方送上
物资、心意卡和绘有

“刘Sir背影”的漫画。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