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

文匯論壇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責任編輯：林澤勇

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
2021年
2021
年 2 月 23
23日
日（星期二）
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

夏寶龍講話是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大宣示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在「完善

為「愛國者治港」定下三大標準，而且強調落實「愛國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

者治港」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並列舉了完善選舉制度

則」專題研討會上，發表《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的五項原則，宣示了中央將主導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的

則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的重要講話。這是

重大信息，預示今年兩會將會就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作

夏寶龍主任主政港澳辦後首次公開發表講話，更是對習

出重要決定。夏主任的講話對於深入理解並從制度上保

近平主席「愛國者治港」論述的權威解讀。夏主任不僅

障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值

指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

得高度重視。

盧文端 全國僑聯副主席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習近平主席上月聽取林鄭特首述職報告時關
於「愛國者治港」的重要講話，是對香港回歸
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高度提煉，是對
「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深刻揭示，為推動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治久
安指明了方向。那麼，應該如何全面深入理解
並具體落實習主席的講話要求，夏主任對此作
出了權威性的解答。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核心要義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
要義，這是夏主任開宗明義強調的核心內容。
道理很簡單。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直轄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治理者首先必
須熱愛自己的國家。這是最起碼的要求。香港
的管治權只有掌握在愛祖國、愛香港的中國人
手裏，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才能得到體
現，「一國兩制」才能全面準確貫徹落實，才
能繼續沿着正確方向行得穩、走得遠，不變

形、不走樣。
中央將「愛國者治港」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歷
史高度，也是總結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
實踐得出的重大結論。正如夏主任所說，反中
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
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直接原因，就是
「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

反共的人不屬於愛國者不可進入建制
夏主任為「愛國者」定下三大標準：一是愛
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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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愛國者必然
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這三大標準具有強
烈的現實針對性，不僅清楚講明不從事危害國
家主權安全的活動是對愛國者最低的標準，
「攬炒派」不在愛國者之列，而且畫了一條紅
線：就是絕不能允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
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

黃永光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主席
夏寶龍副主席22日在「愛國者治港」研討會上
的重要講話高屋建瓴，為香港「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進一步指明方向，我們備受鼓舞。
「一國兩制」體現了國家富有遠見、勇於探
索、敢於開拓的智慧，彰顯大國典範；全面準確
貫徹落實，沿着正確的方向行穩致遠，展示中央
宏偉藍圖、堅定「四個自信」；開放、多元及包
容的領導，展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彰顯國家軟
實力。中央政府強調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
港」，正正表明國家對「一國兩制」始終如一。
愛國本來就是每個社會公民的本分，從政治倫理
上說，全世界都是一致的。在「一國」之內從
政，不論內地還是港澳，當然只有愛國的人才有
資格並適合參與管治。
香港回歸祖國23年，經歷了風風雨雨，努力維
護着金融、航運、貿易等各方面的穩定發展。據統
計，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逾六成投資
到香港或經香港到其他地區。2019年，全球首次
公開募股(IPO) 總額738億美元，其中香港的募資
總額達 350 億美元。另據市場估算，內地企業的
1,318億美元離岸融資中，有四分之一資金來自香
港債券市場。
四十多年來，香港以其資本、人才、管理、技
術等優勢，為推動國家改革開放發揮了作用。香
港長久以來被認定為資本往來內地及世界各國的
重要門戶。隨着內地迅速發展以及中國在世界舞
台上擔當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香港獨特的中西交
匯、經驗、人才庫，以及與世界各地的緊密聯

繫，仍然而且將繼續助推內地的持
續發展。
香港的普通法以及健全的法制，
加上透明和自由流通的資訊，造就香港在國際社
會的獨特性和吸引力。要維繫香港獨特的經濟體
系，保持自由市場優勢，更須要堅定不移地落實
依法管治，落實「愛國者治港」。
近年來，香港社會先後面對修例風波和艱難的
抗疫挑戰，給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帶來前所未有的
衝擊。要維護香港長治久安，長期繁榮穩定，確
保「一國兩制」沿着正確的方向行得更穩，走得
更遠，香港需要完善管治制度。今次中央全面釐
清愛國者的客觀標準和要求，並要求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是正本清源，有助於解決社會深層次矛
盾，幫助香港重回正軌。
「一國兩制」模式的成功為投資者對香港注入
強心針，鞏固香港作為一個可信賴的國際金融中
心地位，同時強化國際社會對投資內地的信任。
我們相信，香港對內地甚至全球都可以發揮所
長。堅持遴選堅定的愛國者治港，特區政府具包
容性和前瞻性的領導可充分發揮香港的潛力優
勢，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憑藉祖國的堅強後
盾，繼續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積極作用，融入國
家發展的空間會更大，參與國家國際競爭的底氣
會更足。香港可以當好國內大循環的「參與
者」，做好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促進者」，從而
增強香港經濟的競爭力，為祖國創造更大的利
益。

中央主導修改選舉制度兩會有大動作

落實「愛國者治港」必須改革選舉制度

祝福香港
「一國兩制」
走得更遠

事情。夏主任特別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是「一國兩制」的創立
者和領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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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到，反共
的人，不屬於愛國者，不可能進入建制。
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反對派人士還有沒
有政治空間？夏主任的講話也回答了這個問題。
他專門談到，我們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
要搞「清一色」。夏主任明確肯定香港絕大多數
市民素有愛國愛港的傳統，並且表示，香港一部
分市民對國家、對內地了解不多，甚至對國家、
對內地存在各種成見和偏見，中央是理解和包容
的。由此也可以看到，香港是多元的社會，有廣
闊的政治光譜，只要「泛民」人士守住愛國者的
底線，與反中亂港分子劃清界限，仍然有參與香
港治理的政治空間。

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
這是夏主任講話所要強調的重點。應該承認，
目前香港特區保證「愛國者治港」的制度有缺
陷、不完善，現在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
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
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對此，夏主任提出了五項原則：一是必須嚴格
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二是必須尊重中央的
主導權；三是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四是必
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五是必須有健全的制度
保障。這五項原則，其實就是香港政治體制及
選舉制度創立、完善和發展的基本原則。
在這裏，夏主任明確宣示了中央將主導完善香
港的選舉制度的重大信息。夏主任明確指出，創
設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權力
在中央，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區政治制度和政治
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有關選舉制度必須
在中央的主導下進行。這預示今年的兩會將會
就香港選舉制度的修改作出重要決定。

葛珮帆 立法會議員
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舉行視像研討會，主
題為「愛國者治港」在香港實踐，由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擔任主講嘉賓，這是他上
任後首次公開發言，為「愛國者治港」定
調。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昨日的論壇上表示
「愛國者治港」是原則性底線。夏寶龍為
「愛國者治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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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對愛國者最低標準，攻擊中央、公開宣揚
「港獨」主張、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
等，無疑不是愛國者；第二是尊重和維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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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全力
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強調「攬炒派」不在
愛國者之列。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核心要義，「愛國者治港」三大標準，第
一條是對愛國者的最低標準，第二條突出
不能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
度，第三條是必須把「攬炒派」清除出治
港隊伍之外。
「愛國者治港」三大標準中，第一次提出
不能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
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攬炒派」「逢中必
反」、反基本法、反國安法，反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攻擊中央、公開宣揚「港獨」
主張、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等，其核
心都是反中。「攬炒派」打出「仇中」、
「港獨」的旗號，表現出對國家民族的極大
仇視，將新冠肺炎稱為「武漢肺炎」、「中

國病毒」等等。甚至企圖利用
部分市民對國家缺乏正確的認
識，掀起港式麥卡錫主義鬧
劇，煽動市民對內地的不滿情
緒，肆意阻撓港府施政。
認同「一國兩制」首先必須認同「一
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國家的主體
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愛國者治
港」的三大標準之一，不能損害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強烈的現實意
義。
夏寶龍強調，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需
要多措並舉、綜合施策，其中最關鍵、最急
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
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
愛國愛港者手中。
回歸以來，香港選舉「中門大開」，反中
亂港分子、「港獨」「自決」分子皆可「入
閘」，甚至當選成為議員。這暴露香港選舉
制度出現各種漏洞，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漏
洞是外部勢力操縱香港政治的重要途徑。外
部勢力利用這些制度漏洞干預香港選舉，並
夥同香港反對勢力裏應外合圖謀推行「顏色
革命」。為了杜絕反中亂港者借參選奪權，
為了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改革選舉
制度，已是刻不容緩。
「愛國者治港」必須落實在制度上，重要
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讓反中亂港分子佔
據。必須把一切「攬炒派」清除出治港機構
之外，確保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
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
等，都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

從愛國者治港論司法改革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
夏寶龍22日發表重要講話，詳細解釋了「愛國者
治港」的概念。夏寶龍強調，「愛國者治港」必
須落實在制度上，要完善有關制度體系，拿出管
用的辦法，確保特別行政區行政、立法、司法機
構的組成人員，及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等，都
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
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
可以預見的是，在未來的日子，香港司法機構
的組成人員，都必須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事實
上，「愛國愛港」與「司法獨立」是可以並存
的， 兩者更加可以並駕齊驅， 互相配合去令香
港的法治更加鞏固，在大學培訓法律系學生及司
法機構培訓入職的法官時，必須長期性地強調
「專業」與「愛國」並存，愛國與否也直接地影
響一位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是否專業地根據法例
「以民為本」，及以大眾市民福祉為依歸，以法
律去建設社會，而並非摧毀整個社會。
怎樣判斷一個法官是不是愛國者？ 根據夏寶
龍主任所述，愛國與否，歸根究底要看一個法官
是否有一顆愛國之心，即是鄧小平在回歸前所說
的「誠心誠意」：「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
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
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主要可表現
在以下3方面：
(1) 愛國法官必是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

(2) 愛國法官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
和特區的憲制秩序， 尊重和維護中國《憲法》和
香港基本法中央的各種權力，正確行使特區的高
度自治權， 在履行職務時不能挑戰國家的根本制
度，也絕不能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憲制秩序。
(3) 愛國法官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根據基本法第90條，除了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
的首席法官應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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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香港的法官
並沒有國籍限制。基本法第82條列明：「終審法
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
加審判」，至於第92條則有以下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應根據其本人
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並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聘用」。
為確切落實「愛國者」擔任司法機構的審案職
務， 當局可以考慮要求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員重
新宣誓， 他們之前的宣誓內容是「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為了令誓言的意
思更加清晰，可以考慮將這句改為「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 以上新建議的誓言，既分別包括效忠於
中國和香港特區， 也清晰地說明了香港特區是
屬於中國的， 日後有爭拗的時候，法官和司法
人員也不能再爭議他們誤解原有誓言中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只是包括香港特
區，而並不包括中國。

從世界大變局思考「變革香港」

龔靜儀 執業大律師

洪錦鉉 民建聯副秘書長 城市智庫召集人
2018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央外事工作
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我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
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
互激盪。」香港作為祖國前沿的重要的國際
城市，當我們在思考「變革香港」時，當自
問如何理解這個大變局？怎樣配合國家做好
對外工作？
「大變局」之「變」，是百年罕見的、前所
未有的變，變是破立相生，除舊更新的更迭。
有代表性的大變局判斷是，以美歐為中心的世
界秩序正在崩塌，世界地緣政治與經濟重心
「東升西降」。2020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
加劇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政治和經濟
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的因素增加，國際的風險
和衝突在增加，中國雖難以倖免，但是中國
也面臨機遇窗口期。
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成功，以美國為主
的西方先進國家完全抵擋不了新冠病毒襲
擊，應付得狼狽不堪，國與國自顧不暇，各
懷私心，更不要說發揮領導全球抗疫的作
用，美國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領導能
力下滑及影響力弱化。
世界的經濟市場在變，以中國和印度為代
表的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不
斷增強，已超老牌大國。大變局還包括高新

科技變革和所引發的產業變
革在大國間的激烈競爭也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如 5G、 雲 計
算、人工智能、量子科技、
生命科學等將顛覆人類的生
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
式，既是爆發的機遇，也帶來巨大的考
驗，如產業失調、安全失控、人員失業等
風險。
香港是中國遭遇大變局下的風險點和衝突
口，保持香港社會穩定將是中國應對大變局
的重要之策，故此，香港特區的行政主導體
制該如何彰顯和有力貫徹？立法和司法的體
制如何配合以實現香港在「一國兩制」制度
下的社會穩定？這些問題都是有志於守護香
港社會穩定之士要思考的。
所謂的「大市場，小政府」是政府在面臨新
發展的被動作為和無為的美麗借口。以香港的
高新科技發展為例，「大市場，小政府」的主
張只會造成落後落伍。新興大國經濟市場提
升，新科技變革與產業變革方興未艾，香港
的製造、商貿、金融、旅遊等如何把握和發
展新興大國的經濟市場？如何改變香港在發
展高新科技落後落伍的現狀？整個香港特區
需要更積極有為，這涉及到治理制度上的改
革配合、政策和法律上的與時俱進、全民思
想上的奮發圖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