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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新增「中國共產黨
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內容。全
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指出，基本法源自憲法，倘有人
喊「結束一黨專政」，或會與憲法和基本法抵觸，
甚至影響參選立法會議員的資格。譚耀宗的說法擊
中了反中亂港者的痛處，有人禁不住氣急敗壞地反
駁，說譚耀宗的說法「進一步收窄港人言論自由」

云云。
其實，由回歸伊始，中央政府一直強調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但反
對派一直明知故犯，火中取栗，造成香港今日的亂象。

民意支持率「六四比」不成立
一直以來，反對派都自以為在直選議席上佔有絕對優勢，洋洋得
意地自稱有民意支持率「六四比」的定律（反對派六，建制派
四），建制派中也有人附和這種說法，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令反對派撒豆成兵的陰謀得逞。在下一直獨持己見，認為所謂「六
四比」是沒有任何理由成立的。
首先，「六四比」純屬數字遊戲，只是由選票統計所得，香港的
合資格選民接近500萬人，登記選民只有370萬，投票率低於50%，
參與投票的人只有170萬左右，連香港人口的四分一也不到，所以
統計出來的數字並沒有足夠的代表性。
此外，香港人向來有愛國傳統，就是在港英管治時期，也有不
少人為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而放棄個人利益，港人和內地血肉相
連，國家有困難，香港人總是率先響應，愛國的港人佔多數。再
說，近年國家無論在經濟上、民主發展方面皆有巨大變化，以至
世界景仰，香港人絕不會在此時逆流而行。加上回歸20年來內地
移民眾多，就是傻子也不會相信香港的反共分子會比愛國人士
多。
既然如此，為什麼反對派能多次在直選方面佔了上風呢？原因是
選舉本來就是西方的遊戲，反對派和他們的幕後支持者當然駕輕就
熟；另一方面，從人性上分析，滿足於現狀者對選舉的熱情較弱，
欲改變現狀的人選舉意慾較高，反對派較容易號召到他們的擁護者
出來表態，加上西方暗中助陣，愛國意識長期受壓，不少愛國市民

心灰意冷。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反對派便可翻手為雲，覆手為
雨，操控選舉、影響投票結果。
從最近立法會補選結果可知，由於「港獨」議員被DQ，反對派
士氣不振，投票意欲低迷，「六四比」的定律便遭打破，建制派和
反對派雙方距離不到4個百分點。由此可證，士氣足以左右雙方的
投票意慾。所以我們應該將安撫反對派、製造和諧的功夫放到鼓勵
愛國市民身上，搞好愛國教育。
無可否認，今日建制派在補選出現喜人的戰果，與前任特首梁振英

堅持原則、DQ反對派瀆誓議員大有關係。我們應該再接再厲，繼續和
所有反中亂港的人作堅決鬥爭。我們希望團結，珍惜和諧，但決不能
害怕鬥爭，迴避鬥爭，唯有在堅持法治的原則下，依法處理反中亂港
分子，香港才能有真正的民主。

反對派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拒共
香港的政治現狀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因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選

舉都建基在同一建制內，反對派只屬於不同意見者，起監督施政者
的作用，但不以顛覆建制為目的。香港的反對派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們枉稱民主派，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借民主拒共，以民主亂港，
達至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們要反對的是共產黨領導，企圖劃地為
王，將香港變為「獨立」的政治實體。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一拍兩散，香港根本無路可走。所以，我們
不能再將「民主」如此美好的桂冠加諸反對派頭上，所謂「民主
派」只是亂港派，是親西方派而已。
為了保證選舉能在正常、守法的情況下進行，保證能選出真正的
愛國者治港，我們就要制定更嚴格的選舉規條，清楚劃出選舉紅
線。首先，我們不能將審核選舉資格的責任推在選舉主任個人身
上，而應該成立由各方人士組成的選舉資格審核小組，嚴格甄別參
選人資格。
無視國家主權，妄議「港獨」者去之；目無法紀，不尊重基本法
者去之；違憲亂政，叫囂「結束一黨專政者」去之；挾洋自重，不
忠於國家者去之。我們或許可以容忍這類人生存於香港，但決不能
任他們窺竊廟堂，用香港納稅人的錢去做破壞香港、顛覆國家之
事。這才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中俄關係發展再迎新機遇
──有感於中俄兩國最高領導人選舉結果

訴說一曲人民的頌歌

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第十三屆一次會
議拉上帷幕，閉幕

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以
人民為核心作為開篇，以浩然正氣訴
說出一曲人民頌歌，並透露出中華民
族振興、走向富強的未來大計。
記得十八大時，就有輿論表示，中

共總書記習近平正在下一盤很大的
棋，要以其畢生的精力率領中國人民
實現夢想。今天，這盤棋的思路越益
清晰，振興中華民族這將是他為之奮
鬥的目標，是一盤中華民族從站起
來、富起來一直走向強起來偉大飛躍
的大棋。
這一盤大棋的佈局和最終實施，

在他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
幕講話中的字裡行間透露。只有小
康才是真正的富起來，只有統一的
國家才是真正的強起來，才能實現
中華民族振興。習近平強調了，
「一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無論身居
多高的職位，都必須牢記我們的共和
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要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終全心全意
為人民服務，始終為人民利益和幸福
而努力工作。」這三個始終，既是中
國共產黨的創黨初心，也是其最終追

求的目標。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是人民的意

志，也是銳意為民的大會，在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下，體現了執政為民的意
志。
習近平以自己為例，以人民的勤務員

自居，謙卑地把自己放於人民之下。他
一開頭就向人民承諾，「擔任中華人民
共和國主席這一崇高職務，使命光榮，
責任重大。我將一如既往，忠實履行憲
法賦予的職責，忠於祖國，忠於人民，
恪盡職守，竭盡全力，勤勉工作，赤誠
奉獻，做人民的勤務員，接受人民監
督，決不辜負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
的信任和重託！」這是一種真情流露。
毛澤東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

造歷史的動力！偉人是從人民中走
來，偉人也是人民的其中一員，把自
己和人民放在同等地位，和人民一起
創造歷史。因此，習近平說，「人民
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
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人

民；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奮鬥精神的
人民；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團結精神
的人民；中國人民是具有偉大夢想精
神的人民。習近平訴說一曲人民的
頌歌，並為之感到驕傲！

紀碩鳴 資深評論員

劃清選舉紅線 確保愛國者治港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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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者遵守憲法精神是憲制要求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日前表示，憲法
修正案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和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緊密連在一起的，而基本法源
自憲法，有關「結束一黨專政」的說
法，跟基本法及憲法新修訂內容有抵
觸，日後想參選立法會者要考慮。有關
說法引起本港社會的關注。
反對派長期抗拒「一國」，拒絕擁護

憲法和尊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譚耀宗
一針見血地觸及他們的要害，他們抹黑
譚耀宗的意見是「打壓言論自由」、摧
毀「一國兩制」，並揚言不會停止呼叫
「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有反對派中人更質疑，過去有人高喊

「結束一黨專政」、「打倒執政黨」口
號都能夠參選，為何現在不能？
過去由於有關制度並未有建立及嚴格

執行，讓一些公然挑戰國家憲法的人，
可以通過選舉成為立法會議員。但是，
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加入的「中國共產黨
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
徵」，意味在香港惡意辱罵中國共產
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共產
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的全面管
治權，就是違憲行為，必須受到有力反
對和遏制。
立法會作為香港建制架構的重要組成

部分，接受、尊重、維護中華人民共和
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
憲制規定，是成為立法會議員的基本前
提和核心要求，任何人鼓吹「結束一黨

專政」，就是抵觸國家憲法，不尊重國
家的憲制秩序，當然無資格參選立法
會，這與言論自由無關。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今年「兩會」香
港代表團討論時指出：「香港社會有些
人長期以來否定國家主體實行的基本制
度和政策，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實
質上就是在動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
基礎，就是在反對『一國兩制』、破壞
香港長治久安，就是在損害730多萬香
港同胞的福祉和更美好明天。」此段話
啟示香港各界，參政者要遵守憲法精
神，遵守憲法精神就要尊重中國共產黨
的領導，就要尊重共產黨領導的中央政
府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儘管有反對派揚言不會停止呼叫「結
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但前日候任議員
宣誓就職之後，反對派議員在見記者
前，梁耀忠突然建議齊喊「反對一黨專
政」，一眾反對派議員面面相覷不敢出
聲，這說明多數反對派人士也明白，過
去喊違憲口號，現在還想喊，就要想清
清楚了。
修憲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的內容，是
依法治國理政的重大舉措，也是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
變形的憲制保障。香港社會應增強對中
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
對任何誣衊、反對和企圖推翻中國共產
黨領導地位的言行都要零容忍。

黎子珍

2018年3月4日，《中共中央關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
定》公開發佈。隨後在十三屆全國人大會議上又批准了國務院機構
調整方案。「決定」和「方案」的出台，使我們對這一引起社會廣
泛關注的改革思路框架，有了清晰的了解。那麼本輪改革有哪些值
得我們關注的看點呢？
一是本輪機構改革的視野寬、站位高，是改革開放以來一次黨和

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的全方位優化和重構。與以往7次機構改革的起
點不同，本次機構改革，不局限在國務院或者行政層面的機構改革
和職能優化，而是涉及黨、政府、人大、政協、司法、軍隊、事業
單位、群團、社會組織等全方位的機構改革。這種重構，以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導向，以推進黨和國家機構職能優化協
同高效為力點，改革機構設置，優化職能配置，深化轉職能、轉
方式、轉作風，提高效率效能，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
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
二是本輪改革的目標明確，路徑清晰，具有戰略性和前瞻性。按

照《決定》要求，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總目標是：構建系統完備、
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形成總攬全局、協
調各方的黨的領導體系；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中
國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裝力量體系；聯繫廣泛、服務群眾的群團工
作體系。推動人大、政府、政協、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

關、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協調行
動、增強合力，全面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三是本輪機構改革體現出系統性改革、結構性優化和整體性推進

三大特徵。所謂系統性改革，就是從改革的頂層設計上，強調黨和
國家機構設置、職能配置的統籌性和系統性，如黨、政、軍、人
大、政協、司法、群團等機構的統籌，最大限度地避免孤軍深入、
單打獨鬥式的改革，「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從而陷入機構、
人員越減越多的怪圈。
所謂結構性優化，就是要把黨和國家的機構職能配置，作為一個

整體進行重新優化配置，防止黨、政府、司法、人大、政協、群團
以及企事業單位之間的機構職能重疊，從而提高黨和國家機構運行
的成本，增加人民群眾的負擔。因此，本輪改革，首先要將那些黨
政機構職能相近的機構進行必要的合併或者合署辦公；在黨政、人
大、政協、司法、群團乃至提供公共服務的事業單位等不同系統的
內部，用大部制的思維進行機構、職能的優化組合。比如，將要設
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會與中紀委合署辦公等。
所謂整體性推進，就是由於本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涉及面廣，具

有全局性，因此，在實施過程中必須遵循分步實施、整體推進的改
革策略。按照《決定》的要求，部分改革方案將在兩會上通過後，
首先會在中央和省級層面進行實施，待上面的改革基本完成後，將
在地市、縣、鄉鎮等層面全面推開。這樣的改革推進策略也體現出
《決定》中所確立的「穩中求進」的原則。

（未完，明日待續。）

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的重構（上）
汪玉凱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時間進入2018年 3月

中旬，全世界的目光再一

次集聚到中國和俄羅斯身

上。3月17日，中國第

十三屆全國人大召開一次

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再次當選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和中央軍委主

席，並當場宣誓就職。會

議接選舉產生了中國第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國務院總理、國家

副主席和人大常委會副委

員長，並根據總理的提

名，通過了國務院副總

理、國務委員和各部部

長的人選。一個以習近

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的

一屆中央領導團隊產生

了。中國穩步走在實現

「兩個一百年」、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

光明大道上。

3月18日，俄羅斯舉行第七屆總統
選舉。據99.98%的計票結果，普京得
票率高達76.69%，在全國67.98%以
上選民參加的投票中，有超過5,600
萬的選民直接支持了普京。這一結果
遠超其他候選人，也遠超2012年第六
屆選舉時的情況，基本實現了投票率

和得票率均超70%的預期目標。2012年，普京的得票
率是63.6%，全國參與投票的選民為65%。用俄聯邦
委員會主席馬特維延科的話說，這是普京執政以來的
最好選情，俄羅斯人對普京表達了最直接充分的信
任。普京隨後發表講話說，「我從這個結果看到了人
民的信心和希望。」普京再次連任總統，可以執政至
2024年。普京正式連任後，將會按照法律程序組建新
的政府，任命總理、副總理和部長等內閣成員。
人們看到，俄羅斯這次總統選舉，遭遇到有史以來

最嚴峻的挑戰。美英德法等西方國家以及北約再次聯
手出擊俄羅斯。他們絞盡腦汁，千方百計加以阻撓和
破壞，除繼續加大制裁外，還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十分
離奇的「事件」，並開動所有宣傳機器，不遺餘力地
抹黑普京，希冀通過選舉把普京趕下台，扶植一個符
合西方利益的代言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普京的勝
利，絕不單是普京個人的勝利，而是俄羅斯的勝利，
是俄羅斯人民的勝利。

中俄可促進世界安全穩定
這裡再引用一下我上個月發表在《中國日報》上一

篇評論文章的話：「普京保衛戰」已經打響。這是一
場絕不亞於2012年奧巴馬政府插手俄羅斯總統選戰時
那種殘酷程度的戰鬥。搏擊會愈演愈烈，甚至走向極

致。無論如何，美國干涉別國內政的做法，必然使
「普京」與「俄羅斯」成為同位語，「普京=俄羅
斯，俄羅斯=普京」，俄羅斯人民更加堅定地團結起
來，維護普京，支持普京，美國必然遭到失敗。
看看近一個月來歐美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所做的種

種表現吧，真是應了上面的預言。
中俄兩國元首在第一時間互致了賀電。普京熱烈祝

賀習近平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稱這再次證明了
習近平的崇高威望，充分肯定了他為推動國家經濟社
會快速發展和在國際舞台上捍衛國家利益所作的一
切。普京高度評價習近平致力推動俄中關係發展，相
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進一步鞏固俄中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促進歐亞大陸和全世界的安全與
穩定，並賦予其新的內涵。
習近平在賀電中指出，近年來，俄羅斯人民團結
一心，在強國復興發展道路上堅定前行，經濟社會
發展取得顯著成就，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建設
性作用。當前，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處於歷
史最好水平，為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
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樹立了典範。
相信俄羅斯一定能不斷創造國家發展新的輝煌。中
方願同俄方一道努力，不斷推動中俄關係在高水平
上邁上新台階，助力兩國各自發展，促進地區及世
界和平安寧。
3月19日，普京與習近平還通了熱線電話。兩人再

次對對方當選表示熱烈的祝賀，並一致強調要推動
兩國全面戰略協作進一步向前發展。

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溝通協調
普京執政以來，從2001年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

條約》，到2017年共同發表《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中俄關係從「21世
紀」發展到「進入新時代」。雙方在政治、經貿、科
技、安全、人文、國際和地區事務等各領域相互支
持、密切配合，取得一個又一個豐碩成果。
從兩國地方大範圍開展友好交流合作到共同舉辦兩

國「國家年」的系列活動，從努力推動雙方大規模油
氣合作到準備共建北極航道、參與建設歐亞高速運輸
走廊，從創立、發展上海合作組織再到一起成為金磚
國家的重要成員，及至分步實現「一帶一路」與「歐
亞經濟聯盟」建設的相互對接，雙邊關係不斷邁上新
台階，為推動兩國經濟建設、實現地區和全球的和平
與穩定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兩國人民帶來了實
實在在的利益。
中俄雙方多年來一直保持和發展的元首和總理定期

會晤機制、政黨和議會交往機制、戰略安全磋商機
制、中央辦公廳和俄總統辦公廳互訪機制，為促進各
自國內建設和推動雙方各個具體領域的合作，發揮了
至關重要的作用。習近平主席2013年就任以來，與普
京總統會晤多達20多次，就雙邊與國際關係中共同感
興趣的問題及時深入交換意見，達成廣泛共識。兩國
元首深厚的個人友誼，成為推動中俄開展全面戰略合
作的第一引擎。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兩國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溝通與

協調，更緊密地攜起手來，團結世界上大多數國家，
集聚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盡可能打造好沒有戰爭衝
突、沒有武力威脅、沒有動輒制裁的和平環境，全力
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幸福都是奮鬥出來的」，讓我們為這一崇高的事

業不懈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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