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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特首有更高標準
角色非常重要 必須考察了解 不能不聞不問

張德江講話精要
三 點 意 見
一、面向未來，堅定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香港需要充分發揮優勢，進一步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
發展中的地位，融入「中國夢」，香港也能在「中國
夢」中找到自己的夢想

鄭

治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二、堅定立場，認準方向，推進
「一國兩制」
事業

長張德江昨日上午參加香港
代表團審議並發表講話。他

■「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利益和港人福祉，符合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

在講話中就香港下一步的發
展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點

■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要堅定信心、堅守底
線、堅決維護，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在基
本法軌道上向前推進

意見就是要支持符合中央要
求的特首候選人順利當選。
他強調，特首實際上是連接
中央與特區、「一國」與

■在實踐「一國兩制」的過程中，出現問題很正常，關
鍵是要正確認識、正確把握、正確解決好處理好

「兩制」的橋樑和紐帶，角

■強調「三個意識」

色非常重要，故中央對特首

1. 宗旨意識，要明白「一國兩制」的初心，是為國家
好、也是為了香港好，勿忘宗旨、勿忘初心方成正果

必須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
又重申中央的任命是實質性

2. 底線意識，要明白「一國兩制」原則的底線，一旦
有人要觸碰這條底線，中央就會出手

的權力，必然要對候選人進
行考察、進行了解，不可能
不聞不問。

張德江分別參加了香港代表團、
澳門代表團的審議，與香港、

澳門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交流。在參加
香港團的審議時，張德江結合了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日前的政府工作報告，
談到有關港澳的三點意見，一是「面
向未來，堅定信心」；二是「堅定立
場，認準方向」，推進「一國兩制」
事業，並強調了「三個意識」；三是
「牢記使命 ，忠誠擔當」。

支持符中央要求特首當選

位，特首既要對香港負責，也要對中
央負責，實際上是連接中央與特區、
「一國」與「兩制」的橋樑和紐帶，
角色非常重要，故中央對行政長官必
須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
他強調，中央對行政長官選舉不可
能不聞不問，因為中央有憲制權力，
中央最後要任命，中央的任命是實質
性的權力，不是橡皮圖章，必然要對
參選人進行考察、進行了解，這是毫
無疑問的。中央對行政長官必須以更
高標準來要求，希望選出有承擔，有
能力，得到中央充分信任的，能夠在
香港當前複雜條件下，抓住國家發展

機遇，確保「一國兩制」方針得到全
面準確落實，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利
益，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人選。
其次，中央希望行政長官選舉平穩
順利進行。張德江解釋，今年是實
施「十三五」規劃最重要的一年，
十九大下半年召開，也是香港回歸
20 周年，特首選舉是否平穩順利，
不只對香港未來五年發展至關重
要，也會對內地的政治氣候、政治氣
氛帶來影響。
他續說，選舉提名期已經結束，競
選到了關鍵階段，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都是選委會委員，希望大家思想統

一，行動一致，從國家發展大局，香
港整體利益出發，投好自己神聖一
票，堅定投票支持符合中央要求的行
政長官，確保選舉依法平穩順利進行。

張德江在香港下一步問題的三
條意見(希望)中，針對要支持特區
政府順利交接時強調，香港特區
今年政府換屆，交接是否平安有
序、銜接得當，將直接影響香港
大局穩定和未來發展。
他希望所有港區人代從香港
大局出發，以港人福祉為重，
配合特區政府工作，繼續全力支
持本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圓滿
完成餘下任期工作，並全力支
持新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張德江強調，這不單單是國家利
益，更直接的是香港的政治利益。香
港不能再折騰了，應當以經濟建設、
改善民生為重點，不能泛政治化，不
能把街頭政治當作社會生活的一部
分。機不可失失不再來，過了這個村
就沒有這個店，機遇稍縱即逝，抓住
就上去了，錯過就沒有了。

配合落實競選政綱，實現良好
開局。
他續指，香港正處於發展關鍵階
段，內外環境變化給香港帶來風險
和挑戰，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香港再也經受不了政治爭拗的拖
累。
他希望香港社會利用新一屆行政
長官選舉和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的
契機，放下歧見，共同發展，並希
望港區人代發揮帶頭作用，促進香
港社會團結和諧。

觸碰國家主權安全底線 中央定出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在講
到要「堅定立場，認準方向」時，強
調了「底線意識」，要明白搞「一國
兩制」什麼問題不能越線，要進一步
加強對「一國兩制」、基本法的宣傳
教育，讓香港社會明白不單是「港
獨」這個紅線不能碰，危害國家主權
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
利用港澳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動，
都是不能破的底線，倘有人觸碰「一
國兩制」的底線，中央就會出手。

強調「三個意識」
張德江在講話中強調，今年是香港
回歸祖國 20 周年，「一國兩制」的實
踐總體上取得了成功，這是國際社會
公認的。當然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新問題，特別是近年來出現的「港
獨」思潮，香港社會、內地都有人對
「一國兩制」產生疑問。
他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年底會
見來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時指出，

「一國兩制」是一項全新的事業，實
踐中出現新情況、新問題是正常
的。「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利益和
港人福祉，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內
的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中央政
府、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社會要
堅定信心、堅守底線、堅決維護，確
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在基本
法軌道上向前推進。
張德江指出，在實踐「一國兩制」的
過程中，出現這樣那樣問題很正常，關
鍵要正確認識，正確把握，正確解決
好、處理好，並強調了三個意識。

一、宗旨意識
一是要有宗旨意識，要明白國家實
施「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 既是國
家的大局，也是港澳的具體利益。張
德江表示，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當
年提出以「一國兩制」的最初構想，
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的初
心，是為國家好，也是為了香港好。
港澳人士任何時候都應該想明白，自

己的所言所行，是否符合這個初心。
所以，勿忘宗旨、勿忘初心方成正
果，按照「一國兩制」的初心和軌道
去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才能達到成功
彼岸。

二、底線意識
二是要有底線意識，要明白搞「一
國兩制」什麼問題不能越線。去年個
別立法會候選人在宣誓時公開辱國，
這不但挑戰了香港的法律底線，也嚴
重觸犯了「一國兩制」原則的底線。
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主動解釋了香
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以具有法律
約束力的方式表明中央政府對「港
獨」的嚴正立場，此舉遏制了「港
獨」，也對廣大港人進行了一場現實
的「一國兩制」的法治教育。
張德江強調，「一國兩制」的底線
是不能踐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既有
基本法的制定權，也有解釋權，任何
人要觸碰「一國兩制」的底線，中央
就會出手，絕不會視而不見，更不能

三、牢記使命 ，忠誠擔當
■參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者必須簽署效忠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確認書

三 個 希 望

「香港不能再折騰了」

支持順利換屆 勿受政治化拖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針對今年舉行的特首選舉，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
昨日講話中，要求社會各界繼續
全力支持本屆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同時要全力支持新任行政長
官和特區政府，配合落實競選政
綱，實現良好開局，並要求他們
帶頭增進社會團結和諧，為迎接
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營造良好氛
圍，為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打下
堅實的政治基礎。

3. 法治意識，要明白「一國兩制」是在什麼原則下制
定的。必須始終維護基本法權威，香港繁榮穩定才
能得到保證

姑息縱容。他希望大家以此為契機，
進一步加強對「一國兩制」、基本法
的宣傳教育，讓香港社會明白不只是
「港獨」這個紅線不能碰，危害國家
主權安全、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
威、利用港澳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活
動，都是不能破的底線。
他直言，講自由、講民主並沒有問
題，但是要在基本法框架內、在法治框
架內、在遊戲規則的框架內。任何人超
越這些框架，就要受到制裁、約束。

三、法治意識
三是要有法治意識。張德江強調，
只有沿着基本法鋪設的軌道前進，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才能得到保
證，香港繁榮穩定才能得到保證，必
須始終維護基本法權威。基本法在香
港具有至高無上的憲制地位，是不容
挑戰的，要堅決反對任何違反基本法
的言行，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任何人提出挑戰基本法
都是妄想、徒勞的。

一、要支持符合中央要求的行政長官參選人順利當選，
首先是希望選出符合中央標準的行政長官人選，其
次是希望行政長官選舉平穩順利進行
二、要支持特區政府順利交接，繼續全力支持本屆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及全力支持新任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三、要帶頭增進社會團結和諧，放下歧見，共同發展，
為迎接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營造良好氛圍，為新一
屆特區政府施政打下堅實的政治基礎
整理：羅旦

愛國是人大代表必備資格

就香港下一步的問題，張德江提出
三條意見，一是要支持符合中央要求
的行政長官參選人順利當選，希望特
首選舉平穩順利進行；二是要支持特
區政府順利交接；三是要帶頭增進社
會團結和諧。
針對特首選舉，張德江指出，再過
20 天，香港舉行第五任行政長官選
舉。這是今年的香港大事，也是國家
大事，政治影響很大，由什麼樣的人
當選行政長官，事關香港管治，事關
中央對香港的主權管治，事關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中央對行政長官選舉歷
來高度重視，關注的主要有兩點：
首先，中央希望選出符合中央標準
的行政長官人選。張德江指出，中央
對特首的遴選標準是一以貫之的，就
是必須符合愛國愛港、中央信任、有
治港能力、港人擁護四個條件。根據
「一國兩制」方針給予香港的憲制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昨日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香港代表團的審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最新制定的十
三屆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辦法，增加了一
個條件，就是要求參加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選
舉必須簽署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認書。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講話中強調，對於任
何一個中國人來說，忠於國家都是應盡的義務，
這要求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必備資格。

忠於國家是義務

張德江在講話中指出，現屆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4 年來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認真履職盡
責，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大家在從事自己
的本職工作、事業的同時，還抽出很多時間去做
大量的調查研究，對內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深入了
解，並關心香港自身的發展，為香港的繁榮發展
做出了一定貢獻。
他說，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都是有身份、有影響力的帶頭人，當香港出
現對和諧穩定影響比較大的事件時，能夠主動發
聲，發出正確的聲音，引導民眾輿論。大家在堅
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促
進香港與內地融合發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做了
很多貢獻。他代表中央肯定及衷心感謝各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所做的工作。
張德江在講話中提到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政府
工作報告，及談到自己的三點意見，第三點是
「牢記使命 ，忠誠擔當」。他指出，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選舉辦法新增要求參選者必須簽署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確認書。

愛國精神最可貴
張德江強調，中國人最可貴的精神就是愛國，這也是中華民
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重要動力源之一。愛國情懷，國家興亡匹
夫有責，不要說有知識、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就是平民百
姓，別看平時平平常常，一到國難當頭，不顧身家性命也要捍
衛祖國，愛國情懷、愛國精神是中華民族最可寶貴的精神。
他表示，雖然有部分現任的港區人大代表，可能不一定能參
加下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但大家對國家的忠誠不應該因為
任期的結束而減弱，希望大家繼續本着對國家、對香港高度負
責的精神，甘於奉獻，勇於擔當，為國家發展，「一國兩制」
事業做出新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