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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梁振英：「當仁不讓」的政治人生



2 3年華裏的初心：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重要親歷者訪談錄 第一章　專訪梁振英：「當仁不讓」的政治人生

梁
振英祖籍山東威海，1954 年出生於香港。在自我

介紹中，梁振英經常說自己出生於「甲午戰爭爆

發後下一個甲午年」，這並非無心之語。1894 年，是為

農曆甲午年，日本對中國發動蓄謀已久的戰爭。中國倉

促應戰，不敵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滅，清王朝被迫簽

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甲午戰爭的失敗，為中國

帶來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進一步刺激了無數仁人志

士為救亡圖存而奮鬥，「甲午年」亦因此在中國現代史

上獲得了獨特的符號意義。

「甲午之恥」不能忘，中華民族當自強。梁振英以

出生於「甲午戰爭爆發後的下一個甲午年」自況，其實

蘊含着深刻的愛國情懷。多年以後，梁振英以候任行政

長官身份接受記者採訪時，深情地說，自己出生於甲午

年，他的父親出生於辛亥革命的 1911 年，他的姐姐出

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 1949 年，「這三個年份也應

該說給了我在長大的過程中，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定的

歷史定位」。

香港迄今為止的歷任特首當中，只有梁振英出身於

專業界 — 在投身政界之前，他是一名測量師。1977

年，梁振英以優異成績從英國的布里斯托理工學院畢

業，返回香港。當時適逢香港經濟起飛，他加入英資測

量師行仲量行，三十歲左右即獲擢升為這家英資大行兩

百年歷史上最年輕的合夥人。

梁振英在香港專業界嶄露頭角之際，中國內地亦開

始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

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

建設，由此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在愛國情懷的驅使

下，梁振英以相當積極的姿態，參與到改革開放的歷史

進程當中。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梁振英經常義務去內地

講課，並為深圳、上海等地的政策規劃提供專業建議，

竭盡所能為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貢獻力量。

此時，中國政府亦將收回香港提上了議事日程。

1979 年元旦，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

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標誌着「一國兩制」事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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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點。從 1982 年戴卓爾夫人訪華開始，到 1984 年《中

英聯合聲明》簽署為止，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前途問

題進行了激烈談判。在此期間，梁振英積極參與到香港

回歸的歷史進程中。為了穩定香港的地產市場，保證平

穩過渡，梁振英應中國政府要求，起草了一份關於土地

契約問題的報告，後來成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的

主要條文。1985 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香港亦成

立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梁振英獲邀加入諮詢委員會，

並於 1988 年接替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毛鈞年，

擔任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直通車」因「彭定康政改」而

告終後，梁振英又積極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籌備工

作，為香港的平穩過渡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梁振英看來，自己的人生有兩件大事：第一，

為國家的改革開放貢獻了一己之力；第二，參加了香港

回歸祖國的全過程。從底層到特首的傳奇經歷，當然是

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梁振英認為，很多因緣際

會，都可以追溯到自己的專業技能 — 他之所以能在政

界嶄露頭角，是因為他憑藉測量師的專業技能，為改革

開放和香港回歸貢獻了一份力量。

香港回歸祖國以後，梁振英曾長期擔任行政會議召

集人，並於 2012 年當選為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

或許由於出身基層，梁振英尤其關注貧富差距問題，在

任內推出多項經濟民生措施，如增加住房供應、公佈官

方貧窮線、發放長者生活津貼等。此外，他任內還打了

幾場政治方面的「硬仗」，如「政改」風波、「佔中」運

動、旺角暴亂等，努力維護香港特區作為一個地方行政

區所應承擔的憲制責任。卸任特首之後，梁振英又以全

國政協副主席的身份，大力投入到「一帶一路」與「大

灣區」的建設當中。他相信，新時代為香港賦予了新機

遇，香港坐擁「一國」之利、「兩制」之便，可以作為內

地與世界各國之間的「超級聯繫人」，「向世界提供跨制

度區域合作的新經驗，為『一國兩制』的實踐賦予新的

意義」。

訪談過程中，在解釋自己當年為何決定參選特首

時，梁振英說了擲地有聲的四個字：「當仁不讓。」服

務與擔當，當仁不讓。這，或許就是對「初心」的最好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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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生的兩件大事

1977 年，我從英國畢業，返回香港。我在英國讀的

是測量學。測量學是什麼呢？它是與土地管理、房地產

經濟活動等有關的一個專業。1977 年回來以後，1978

年，我認識了我的中學學長陳子鈞大律師、曾正麟規劃

師、劉家駿建築師。其中，曾正麟和劉家駿還參加了港

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四十周年訪問團，並於 2018 年

11 月 12 日受到了習近平主席的接見。

認識他們後，我得知他們開始籌組一些活動，去

深圳幫忙。當時我剛讀完書，時間比較多，便跟隨他們

做。大家都知道，當時內地的土地是無償使用且不可轉

讓的，沒有房地產市場。我在內地幫忙做一些規劃工

作，講一些課，介紹土地經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如何

發揮市場的力量，怎樣決定土地和樓房的利用和分配。

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使市場在土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

性作用。1978 年我在內地講課的時候，主要就是講這個

問題。到了 1979 年，這些專業人士組成了「促進現代化

專業人士協會」，我亦參加成為會員。

直至 1984 年，內地仍然沒有房地產市場。內地人

民和中國政府官員對房地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不了

解的。尤其是香港的土地年期，比如 999 年、99 年、75

年，具體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是不清楚的。但恰好在這

個時候，中英談判有了一個突破：英國人不再糾纏於香

港的「主權」問題。於是，在 1984 年的春天，中英兩國

政府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便開始進入《中英聯合聲

明》的具體起草階段。在起草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問題，

就是土地契約問題。因為香港界限街以北的所有土地年

期，即整個新九龍和新界，都會在 1997 年 6 月 27 日

或之前，即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前的三天，全部屆

滿。這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這個問題怎麼處理呢？

由於當時內地沒有房地產市場，所以不清楚這些問題。

內地有很多法律專家，可以處理其他問題，包括香港人

的國籍問題等，但他們不清楚關於土地契約的問題。

國務院港澳辦知道我們這群人經常到內地講課，便

來找我和陳子鈞大律師—他是我剛剛提及的三位中學

1　1979 年，香港一班來自法律、會計、工程、測量等界別的專業人士，在

廖瑤珠律師牽頭下，組成促進現代化專業人士協會，致力參與祖國的現代化建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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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其中一位，去年剛剛過身。他們都是比我大二十年

的朋友。我們兩個人遂應港澳辦的要求，去到北京。我

們當時住在舊的華僑飯店，不是今天的華僑飯店。今天

的華僑飯店是在同一地點新建的。我們當時的普通話不

行，港澳辦就派一位廣東籍顧問，來與我們用廣東話交

談，以了解土地契約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年期是什麼一

回事，以及如何處理新九龍、新界的土地在香港回歸前

三天全部到期的問題。我一一回答了他的問題。他聽了

很久，說還是聽不明白，讓我回去寫個報告。我返回香

港以後，便寫了一個報告，交給上面。這便是《中英聯

合聲明》附件三「關於土地契約」的基本內容。《中英聯

合聲明》簽署以後，附件三的作用是比較好的，它穩定

了地產市場，穩定了經濟，穩定了人心。因為對很多香

港家庭和企業來說，房子就是他們最大的資產。穩定了

產權，自然就穩定了人心。

到了 1985 年，《中英聯合聲明》生效，基本法起草

委員會成立，而香港也成立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起草

委員會邀請我加入諮詢委員會，我就加入了。諮詢委員

會於 1985 年 12 月 18 日成立，有 180 名委員，皆為香

港居民，來自工商、專業、勞工、教育、學術、藝術、

新聞、社會福利和學生等界別。三年後，也就是 1988

年，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

毛鈞年先生退休。我便接替他，當上了諮詢委員會秘書

長。之後，我又參加了預備委員會的工作，以及籌備委

員會的工作，直至 1997 年香港特區成立。

所以說，我的人生做了兩件比較大的事：一個是參

加了國家改革開放，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地講課；一個

是參加了香港回歸的全過程。這兩件事，其實有一個共

同點，是什麼呢？那就是都和我的專業有關。因為我的

專業，我才去了內地幫忙、講課，參與到了國家改革開

放的歷史進程當中。若干年後，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問題

的談判遇到了土地契約問題，我也提供了專業意見，並

被收入《中英聯合聲明》。因此，中央知道了我的存在，

便邀請我加入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2　毛鈞年（1937－2013），香港知名愛國愛港人士、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

社長。1985 年 1 月至 1987 年 6 月，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兼文化教育

部部長。1985 年 6 月，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12 月當選為基本

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秘書長。1987 年 7 月，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2000 年榮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的大紫荊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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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開放與香港的回歸

改革開放與香港回歸的關係有很多，我先說一點。

改革開放使內地的經濟發展比較快，令香港人對國家的未

來發展有信心。在香港回歸的過程當中，香港人有很多顧

慮。其中一個顧慮，就是香港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內

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香港回歸以後，中央的政策當

然是內地人民來香港是要經過審批的。正如改革開放之

前，大家都經常談到的，廣東有很多青壯年，都偷渡來香

港，或者藉來香港旅行的機會逃港。如果內地經濟發展水

平低，有很多內地人逃來香港，香港必定承受不住這個壓

力。當時有些人甚至說一些危言聳聽的話，比如，內地人

民會不會妒忌香港有比較好的生活水平，於是衝擊「一國

兩制」。所以這是個很基本的問題。內地從 1978 年開始

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相當快，使得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問題

逐步解決。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內地的改革開放，為香港很多商人提供了

大量的投資機會。先是製造業，香港有很多工廠搬到了

內地。雖然有些企業家在內地的經營碰到很多問題，包

括腐敗問題、行政上的官僚主義問題等，但是因為內地

的生產條件較好，生產成本很低，所以他們很願意在內

地發展。但是，有部分人仍然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於

是，這些人自己留在香港，經常到內地做生意，但是家

人移民去澳洲、加拿大，把家安在那裏。不過，他們在

開始時雖然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但因為對中國內地的

改革開放有信心，所以願意去內地發展事業，把生意留

在香港。這是一個重要的穩定力量。如果沒有內地的改

革開放，這些生意人把香港的工廠賣了，一家人遠走澳

洲、加拿大，對香港的平穩過渡是有影響的。

第三，內地的改革開放，亦促成了香港和內地社

會的頻繁交流，使香港人認識內地，亦使內地人認識香

港。國家對香港的方針政策，亦需要內地同胞的支持和

理解。有了改革開放，大家接觸多了，溝通交流比以前

多了，有利於穩住香港社會，也可以讓國家能夠順利落

實對香港的方針政策。

所以歷史是很微妙的。1982 年，中國政府宣佈要收

回香港；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改革開放。

這是兩件事，不是一件事。在這兩件事當中，我相信國

家不論改革開放或者不改革開放，都是會收回香港的。

而當年滿清簽訂「新界條約」時，也沒有人想過九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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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後的 1997 年，是改革開放的第十九年。微妙的地方

在於，因為改革開放，令我們收回香港的工作比想像中

容易。事實上，如果我們回頭看，從 1982 年中英關於香

港前途問題的談判開始，到 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期間

十五年，出現過「北京政治風波」等等的衝擊，亦經歷

過「三違反」的「彭定康政改」等等的影響。但十五年

以後，1997 年 7 月 1 日，五星紅旗在香港升起的晚上，

我們回頭看，會發現我們做出的成績比 1982 年所估計的

要好。1982 年的時候，我們有很多各種各樣的顧慮。大

家都知道，外國很多評論員和媒體說，到 1997 年，香港

這個地方會毀滅，亦即所謂的「香港的終結」（The	 end	

of	 Hong	 Kong）。台灣很多人說，我們面臨「九七大

3　「新界條約」或「新界租約」即《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是中英兩國於

1898 年 6 月 9 日在北京簽訂的一份不平等條約，內容是中國將九龍以北、

深圳河以南的土地，租借給英國，租期為 99 年，於 1898 年 7 月 1 日生效。

因為這塊新租借的土地沒有一個統一名稱，所以英國人稱其為「新界」（New 
Territories），意為「新領土」。《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與 1842 年的《南京條

約》、1860 年的《北京條約》共同構成了關於香港問題的三個不平等條約。

4　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 1944－），英國保守黨政治人物，

曾任英國保守黨主席，1992－1997 年間出任香港總督，亦是最後一任香港總

督。彭定康擔任港督不久，便提出一個所謂的「政改方案」，企圖將香港的政

治體制從「行政主導」變為「立法主導」，以使英國的政治影響延續到「九七」

以後。在中方強烈反對的情況下，彭定康依然於 1994 年將政改方案交付立法

局表決通過，並在 1995 年香港立法局選舉中予以落實。在此情況下，中方被

迫終止「直通車」，不允許 1995 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到特區立法會，而

是另組「臨時立法會」。

限」。我記得，大概在 1995 年、1996 年的時候，有一

些台灣朋友問我，1997 年快到了，為什麼香港的房地產

市場還這麼好？所以說，改革開放與香港回歸之間，有

着很微妙的關係。當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後，香港和

內地的關係更密切，互相補足，作用亦更加明顯。所以

我覺得，你們現在在做口述史，改革開放與香港回歸之

間的關係，是一個很值得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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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十年不變」

內地主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這

「兩制」是並存的。我們對香港的整個方針不只是「一國

兩制」四個字，而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在「一國」之內，「兩制」是並存的。然後，香港

實行「港人治港」。最後的那句話很重要—香港實行

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為什麼要講「高

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呢？因為雖然在「一國」之

內，內地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

制度，但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仍然是中國的一部

分，我們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中國政府。中國對香港行使

主權，這個是要講清楚的。所以我們的自治只會是「高

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兩

種制度基本上是並存的。

不過，我們不能說「兩制」之間是相互獨立的。比

如，香港法院享有終審權，全國性法律除列於基本法附

件三者外亦不在香港實施，但是香港雖然講司法獨立，

但香港的司法亦不是完全是獨立於我們國家的。在某些

問題上，基本法說清楚了香港的權力。但在另外一些問

題上，比如說在涉及中央權力、涉及主權的問題上，人

大享有立法解釋權。

鄧小平講過「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這五十

年的時間，可以讓香港和內地更加認識對方的制度。我

順道講一下，為什麼要「港人治港」。我們不單是「一國

兩制」、高度自治，還有「港人治港」。大家都聽過，有

些中央派來香港的官員，比如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中聯辦主任，都講「香港是一本很難讀的書」。因此，我

們不是「京人治港」，而是「港人治港」。基本法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

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而不是說住滿七年成為

永久性居民就可以。香港的管治者，必須對這個地方有

充分的、全面的認識。所以我們說，「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但是，我們基本法是沒有一個失效日期（End	date）

的。「五十年以後更沒必要改變」的意思是什麼呢？我

的理解是，我們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國家實行改革開

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

定性作用。在五十年的時間內，內地將發展起來。所以

五十年之後，更不需要把香港納入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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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不變」，實際是指香港的社會制度、經濟制

度、政治制度不會變成和內地的制度一樣。最簡單的，

內地每個省、市都有政協，香港市民可以在內地的省、

市擔任政協委員，但香港除特區政府和立法會之外，沒

有一個機構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協」。這就是「不

變」。此外，我們會創設一些過去沒有的政策，比如公佈

貧窮線，這亦不可能被看作「變」。所謂「變」，其實針

對的是我們的發展方式，比如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這

是可變的方面。

有些人說，「港人治港」其實是「工商界治港」或「地

產商治港」。這些人可能認為，政府的政策偏幫某一個界

別。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至少在我自己任行政長官的

五年內，也有工商界朋友說，我們那屆政府在基層方面

的工作做得太多了。我們的施政綱領之一，就是解決貧

窮問題。我們破天荒地成立了一個扶貧委員會 ，破天荒

5　2005 年，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宣佈，為了處理香港經濟轉型下

的貧窮問題，成立一個包括香港政府高級官員、立法會議員、工商業人士、民

間團體和專家學者等持份者參與的扶貧委員會（Commission on Poverty）。

2007 年，扶貧委員會在任期屆滿後解散。2012 年，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後，

宣佈重新設立扶貧委員會，並且設立扶貧委員會籌備小組的職能和成員。扶貧

委員會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其他成員包括中央政策組首席

顧問、四位分別負責衛生福利、民政事務以及教育政策事務的局長、立法會議

員、商業人士、民間團體領袖、非官方團體及學界代表。

地確立了一條官方貧窮線 ，而且大幅度地增加了社會福

利開支。所有這些工作，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我知道

有人這樣批評特區政府，但至少我自己那一屆政府，在

扶助基層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香港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行業的人參與治理香港的

權利是平等的，機會是均等的。我們只看行政長官的選

舉，無論是當年 400 人的推選委員會，或現在 1200 人

的選舉委員會，都是均衡參與的。根據基本法規定，我

們的選舉委員會有四個不同界別，包括工商、金融界，

專業界，勞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區

議會議員的代表、鄉議局的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

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另

外，各界人士的均衡參與，在香港政府的大量諮詢委員

會中，以及在立法會、行政會議中，都可以體現出來。

6　2013 年，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公佈了官方貧窮線，及有關貧窮人口的分

析，以制定扶貧政策及評估政府扶貧政策成效。



18 19第一章　專訪梁振英：「當仁不讓」的政治人生年華裏的初心：香港回歸與「一國兩制」重要親歷者訪談錄

四、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我在 1988 年接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的工作。

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工作是什麼呢？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在香港宣傳、講解基本法的徵求意見稿和

草案。基本法的文本前後有三稿。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在

1988 年通過了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在 1989 年

通過了基本法（草案）。基本法（草案）又經過修訂之

後，才於 1990 年交付表決並獲通過。我們的第一個工

作，就是宣傳、講解基本法的這幾稿。

為鼓勵社會各界各階層人士關心基本法，1988 年

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出台前後，當時港英政府

同意給了免費的電視和廣播電台廣告時間。我們請了徐

小鳳小姐免費為我們演唱了一首主題曲，並拍攝了廣告

片。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有盲人凸字版。我們還

拍了一個錄影帶，請了劉家傑先生為旁白，介紹香港前

途問題的由來。

兩個草稿通過後，在當時的條件下，「諮委會」秘

書處竟然可以搶在第一時間，在香港通過二十多家銀行

近九百間分支行，向社會免費派發草稿文本。我們事先

與銀行協議好，第一天晚上北京才逐條表決通過，第二

天中午前我們就把基本法草稿放在各個分行，方便大家

取閱，並請大家提意見。以上這些宣傳手法，都具有開

創性。

第二，調查研究。比如，香港人都很關心國籍問題。什

麼叫「中國公民」？香港特區護照是怎麼回事？回歸之後，

香港人作為中國公民，和英國人留下來的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BNO）的關係是什麼樣的？當時，我們秘書處專門

請人做了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並寫了一些研究報告供社會參

考，因為這是大家普遍關心的問題之一。

第三，收集意見。我們以不同的形式，做了很多

工作，如舉辦了無數場座談會，落區聽意見，以及辦一

些社會活動，包括我們受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託，在香

港—其實是在全國範圍內—徵集區旗、區徽的設

計。為了鼓勵大家積極參與，我們還在沙田馬場舉辦了

一場兒童繪畫比賽。

7　1996 年 5 月 15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

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規定：「所有香港中國同胞，不論其是否持

有『英國屬土公民護照』或者『英國國民（海外）護照』，都是中國公民。自

1997 年 7 月 1 日起，上述中國公民可繼續使用英國政府簽發的有效旅行證件

去其他國家或地區旅行，但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不得

因持有上述英國旅行證件而享有英國的領事保護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