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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完善選舉制度勢在必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

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在中央的主導下抓緊完善

寶龍昨在「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

有關選舉制度是香港目前的當務之急。要確保香港

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講話中，高屋建

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需盡快堵

瓴地提出，「愛國者治港」是貫徹「一國兩制」方

上香港民主和選舉制度中存在的漏洞，改革完善香

針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

港選舉制度勢在必行。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
多位基本法專家概括指出的選舉制度漏洞包
括：出現違反基本法初心和基本法確立的選舉
制度原則的現象，無法有效保證候選人符合愛
國者標準，部分持「港獨」立場的候選人勝
選；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中，一些僅靠打着
「港獨」分裂旗幟的人順利當選；選舉的民意
代表性仍顯不足；對外部干預缺乏應有的設防
機制。

「愛國者治港」
需以制度來體現保障
夏寶龍主任明確指出，「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是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這再一次地明
確了，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愛國愛港者
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是「一國兩制」

下的政治規矩，這一政治規矩的落實，一是要
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
源，二是香港要推行選舉改革、司法改革等，
來落實、體現這一原則。
夏寶龍主任為「愛國者」定下三大標準：
第一是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
活動；第二是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
度和特區憲制秩序，不能損害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第三是必然全力維護香
港的繁榮穩定。這三大標準，需以制度來體
現和保障：一是需要體現在香港的選舉制度
上，為此需要推進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
舉、行政長官選舉等的改革；第二，需要體
現在公務員、教育和司法界的改革中，如公

務員的宣誓制度、國安法的教育、國民教育
制度變革等；第三、需要體現在發揮香港優
勢、服務高質量發展、確保香港繁榮穩定的
戰略制定和真抓實幹中。

選舉制度改革須尊重中央主導權
修改完善選舉制度的前提，是必須尊重中央
的主導權，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權力在中
央，完善有關選舉制度必須在中央的主導下進
行。
（1）對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等
選舉產生的候選人代表參選資格，加以嚴格限
定。所有香港選舉中決議及監察政府運作的候
選人，必須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堅決擁護「為了
維護祖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榮

朱銘泉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聯誼總會主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22 日發表講話，強調必須始終堅持「愛
國者治港」，才能推動「一國兩制」實
踐行穩致遠，有關講話為保持香港長治
久安指明了方向。
「一國兩制」奠基者鄧小平先生多次
強調， 「港人治港」的界線和標準就
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
香港。習近平主席年初在聽取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述職時也指出，香港由亂及治
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
理，那就是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
港」。
「愛國者治港」是習近平主席在對
「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20

多年來實踐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對這一
理論、制度的繼承、發展和昇華。如今
夏寶龍主任再次全面深入闡述此一根本
原則，對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具
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行動指導意義。
香港自 2012 年國教風波開始，「港
獨」苗頭初現、再到 2014 年非法「佔
中」、還有 2019 年的反修例黑暴風波，
再到 2020 年的所謂「初選」，「港獨」
激進勢力氣燄日盛，明目張膽地破壞香
港憲制秩序，明言以「攬炒香港」為目
標，玩弄選舉制度衝擊「一國兩制」，
企圖奪取香港管治權，將香港變成「反
共基地」，嚴重危害國家安全，損害香
港繁榮穩定，挑戰「一國」原則底線，
也更加證明堅持「愛國者治港」的迫切
性和必要性。

香港若不能由「愛國愛港者」主導，
管治權不是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香
港將失去明天，也將影響到中華民族復
興的大局。因此，「愛國者治港」與國
家主權安全、香港繁榮穩定發展息息相
關。
香港已回歸祖國 20 多年，由愛國者治
理香港完全順理成章、天經地義。「一
國兩制」事業是舉世無雙的新嘗試，在
發展過程中摸索經驗，我們欣喜見到中
央在此大是大非問題上當機立斷，堅定
不移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這是740
多萬港人的福祉。香港社會各界越來越
深切地意識到，在「愛國者治港」這一
大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之急，
把「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
處是共同責任。

為
「愛國者治港」
定標準立規矩劃底線
沈家燊 中國僑聯常委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次夏主任就「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講
話，是全面深入闡述習主席講話的精
神，為「愛國者治港」的定義和標準作
出原則清晰明確的論述，把「愛國者治
港」這個主旋律彈奏得更響亮清晰，揚
清激濁、以正視聽，並且為落實「愛國
者治港」確立具有高度可操作的路徑指
引和制度保障。
夏主任強調「愛國者治港」是「一國
兩制」的核心，亦是在香港特區實行
「港人治港」的最低標準，他開宗明義
指出，國家不是抽象的，愛國也不是抽
象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
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領導者，是「一國兩制」方針
的創立者，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
者，一個人如果聲稱擁護「一國兩

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立者和
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夏主任更
給出明確結論：挑戰國家根本制度、拒
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憲制秩序者，不
在愛國者之列。這些標準就是衡量愛國
者的標準，就是能否進入治港者行列的
最基本要求。
習近平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始
終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
係；『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
『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任
何時候都堅持「一國」的大前提，胸
懷「國之大者」，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繁榮穩定、為民族復興作出應有
貢獻，就有了最根本、最重要的保
障。

堵選舉制度漏洞 讓
「反中亂港者出局」
莊紫祥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
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
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昨舉行，全國政
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夏寶龍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通過學習
夏寶龍主任的講話，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更加深切地認識到，在「愛國者治港」
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之
急，把「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落
到實處是共同責任。當前急需盡快做好
堵塞選舉制度漏洞，方能充分落實「愛
國者治港」。為此，建議必須堅持以下
原則：
一是香港的選舉制度須堅決貫徹「愛
國者治港」原則。「愛國者治港」本就
是「一國兩制」的初心之一。鄧小平曾
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
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
理香港。極端反中亂港分子以「癱瘓特
區政府」「奪取管治權」為目的，嚴重

違背「愛國者治港」原則，他們成為
「治港者」是極其危險的。
二是不愛國者不准進入體制內成為治
港者。絕大多數國家地區選舉都設有候
選人資格審查，並設定了一些基本原則
確保競選公職者愛國。
三是必須堅決讓「反中亂港者出
局」。反中亂港分子拋開現行法律規定
的選舉制度另搞一套，公開設立票站並
號召選民投票，進行所謂「初選」，是
以非法活動進行選舉造勢和政治操作，
企圖誤導選民在法定選舉中的投票取
向。其實質是欺騙、誘導、脅迫部分市
民進行政治表態，妄圖以此操控立法會
選舉。另一些參選人還簽署「抗爭聲
明」，揚言一旦當選，將通過否決財政
預算案以迫使特區政府停擺。作為立法
會議員參選人，連財政預算案都還沒看
到，就揚言否決，這完全是喪失了最基
本的政治倫理。

四是糾偏部分選舉職位代表性不充分
問題。這往往會在體制內放大某些極端
反對勢力的聲音，無法讓其他階層的聲
音充分表達、實現均衡參與，令外界誤
以為極端反對勢力代表了香港，為其極
端行動提供了空間，這種狀況必須糾
正。
五是堅決支持國安法掃除反中亂港分
子。近些年，有反中亂港分子包括一些
當選議員，主動勾結外部勢力，甘當西
方反華勢力的代理人，嚴重威脅國家安
全。西方反華勢力長期插手香港選舉事
務，他們重點扶植某些特定代理人與政
治團體，不斷推動香港社會運動向激進
化和「顏色革命」方向演變，對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造成嚴重損害。如
今，相關行為都在香港國安法的制裁範
圍內。公職人員明目張膽當西方反華勢
力的代理人，這明顯違背「愛國者治
港」的原則，必須接受法律制裁。

庚子難過歷史不再 辛丑當牛萬象更新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
龍就「愛國者治港」在香
港實踐發表主題講話，再次反映中央為
港全面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指路引
航。夏主任講話在堅持按憲法基本法的
大原則下，彰顯中央堅持「愛國者治
港」的決心，也傳遞不少新意，例如講
話提出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
本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這些
新提法、新要求就是為「愛國者治港」
原則定標準、立規矩，確定切實可行的
「愛國者治港」規範，保障「一國兩
制」實踐沿着正確方向行得更穩、走得
更遠。
國家主席習近平較早前接受特首林鄭
月娥述職時，重申了始終堅持「愛國者
治港」原則的重要性，高屋建瓴為香港
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指明方向。此

完善制度機制 確保「愛國者治港」

落實
「愛國者治港」
香港各界責無旁貸

穩定」原則。
（2）選舉制度界別應該擴大體現更廣泛的界
別，真正體現民主均衡參與。重新審視現有界
別代表團體及個人的愛國愛港要求，並取消反
中亂港團體及人士的界別代表資格。香港選舉
許多界別以及選民的聲音和利益，並未真正在
選舉制度中獲得體現，應當修改完善擴大相關
界別的代表性，擴大香港愛國愛港團體及新興
產業界別。
（3）明確根據國安法規定，禁止外國勢力插
手干預香港選舉。
（4）允許在內地特別是大灣區的香港選民通
過郵寄投票或設立投票點提供選舉便利。
總之，希望盡快改革選舉制度，真正消除
國家安全風險，確保愛國者治理香港。

王明凡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會長
前不久，國家主席習近平聽取林鄭月娥行政長
官的述職報告時，強調「要確保『一國兩制』實
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
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
根本原則。」習近平主席的重要發言，豐富了「愛國者治港」
的論述，突出了「愛國者治港」的重要性，為香港下階段的政
治工作起到指明方向、一錘定音的重要作用。而港澳辦夏寶龍
主任昨日於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會議中，則對「愛國者治港」作
出了更進一步的闡述，提出了「愛國者治港」的 3 大客觀標
準，並表明要完善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相關制度，確保
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
在「一國兩制」的憲制新秩序下，香港各級政治機關須向中
央政府負責，其成員必須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決定了香港的政治機關必定是由愛國者組
成，做到「愛國者治港」。
事實上，縱然香港經已回歸祖國廿多年，但香港在落實
「愛國者治港」方面仍然存在體制機制上的漏洞，仍未能確
保所有政治機關能夠貫徹愛國者治港。去年立法會選舉前
夕，反對派更提出「攬炒」的主張舉行違法「初選」，甚至
高調聲言劍指特首選舉，叫囂要奪取香港的管治權。種種政
治亂象，深刻折射了香港確實有進行體制機制改革的必要和
迫切性。
如無意外，今明兩年將會舉行立法會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
及特首選舉等三場重要選舉，可見盡快堵塞體制機制上的漏
洞，確保政治體制的所有成員均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避免境外勢力及黑暴分子乘虛而入，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重
大問題。社會各界此時此刻更應該齊心合力，支持中央及特區
政府出手完善體制機制，匡正「一國兩制」的落實，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為國家作出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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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在中國傳統紀年方式中，每
六十年一個甲子，但從清末衰
落開始，好像每一個庚子年都不容易過。1840
庚子年，鴉片戰爭爆發，改變近代中國的轉捩
點就在這年開始，號稱的「天朝大國」自此就
被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打開國門，陷入長達百
年的屈辱史。1900庚子年，中華民族的存亡再次面臨挫折，內
有清廷腐敗和義和團的反智運動，外有八國聯軍任意魚肉，之
後的辛丑年更簽下天文數字的賠償金額，令整個國家淪為半封
建半殖民的地方。1960庚子年，在大躍進的冒進思維下，又碰
上「三年自然災害」。到了去年的2020年，又是一個庚子年，
疫情下武漢封城，經濟停擺，當時西方部分媒體藉機攻擊中國
政治體制，更宣稱這次新冠疫情是中國版的「切爾諾貝爾」事
件。
今天回看過去一年，庚子已過，辛丑牛年萬象更新。中國的
政治體制和治理體系展現優勢，以全國統籌指揮、各地對口馳
援模式，動員全國醫護力量馳援湖北，展示了社會主義體制集
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武漢封城兩個月左右，湖北首次實
現「清零」，之後內地各地即使發生零星的本地確診，基本上
都能迅速控制。相反，在歐洲、美國等地面對同樣的疫情蔓
延，卻不斷遭遇「滑鐵盧」！
西方各國應對疫情的各種違反科學甚至反智的舉動，是直接
導致疫情長期反覆的直接原因。加上，在西方整體政制和意識
形態下，個人與整體利益的平衡以及執政黨派對於國家的短長
期利益的平衡，永遠是一道跨不過去的坎。反之，中國採取實
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去抗疫，十四億人民萬眾一心、自覺投入抗
疫之戰。所以當西方國家甚至香港本地某些人士還在爭論究竟
是抗疫重要還是挽救經濟重要的時候，中國已經用實際行動告
訴世人，兩者之間並非對立，只有盡快控制疫情才能使人民的
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
回望過去一年的庚子年，雖然開始的時候的確有一種讓人揪
心的感覺，但是現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 1840 年、1900 年甚至
是 1960 年的中國，2020 庚子年結束的時候，我們不但成功戰
勝了疫情，同時為世界上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雪中送炭提供
了大量的新冠疫苗。同樣的庚子、辛丑年，同樣黃皮膚、黑眼
睛的中國人，但過往的庚子、辛丑年困難將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