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特區政府
日前公布《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將區議員納
入宣誓範圍。隨後多名攬炒派區議員在社交
平台上表態，有部分選擇「留守」，亦有人
聲稱會辭職。多名政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質疑攬炒派區議員現時若不辭職
是與當時立法會「鬧辭」自相矛盾，並分析
「主留派」大多都是為了「糧支」，聲稱辭
職亦或企圖逃避被DQ的後果，攬炒派議員

詭計多端，他們要求政府要為裁決區議員是
否違誓做好搜證及把關工作，絕不可放軟手
腳「牛欄養貓」。
「民主派十八區議會聯席會議」早前開

會討論是否「留守議會」，席間部分人表明
傾向宣誓，但強調「兄弟爬山」，不強求齊
上齊落，亦有「主留派」聲稱他們是名正言
順當選，認為沒有理據發動「總辭」。
在政府日前宣布相關宣誓安排後，陸續

有攬炒派區議員在社交媒體表態。當中，

攬炒派離島區議員王進洋昨日在社交平台
發文，明確稱會辭職，並稱「不希望被區
區四萬蚊和虛而不實的議席，綁了我的
翼」，卻叫市民不要責備仍然選擇「留守
議會」的攬炒派區議員，而「本土派」北
區區議員袁浩倫日前亦在香港電台聲言不
會宣誓。

張國鈞質疑選擇民意基礎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在社交平台質

疑，為何是次攬炒派區議員「留守」不需
要進行民調，「問咗選民未？有冇民意授
權呀？咁當初立法會總辭抑或留任嗰陣點
解要做民調？」
「元朗議會監察聯盟」召集人李月民認

為，一些攬炒派區議員聲稱辭職，是因為
覺得難堪、無法向選民交代和自認所作所
為應該被DQ，因此他促請其他攬炒派區
議員亦不要為了糧支而出賣「良知」，聲
稱自己是真誠地知錯，欺騙嚴肅的宣誓，

同時政府要為裁決區議員是否違誓做好搜
證及把關工作，絕不可放軟手腳「牛欄養
貓」。
「西貢監察議會連線」發言人陳志豪表

示，公職人員包括區議員宣誓是理所當
然，而要求區議員符合愛國者原則是最低
標準。他質疑，主動請辭的區議員是擔心
一旦被DQ，政府將會追究他們在任期間
的開支和津貼，所以用提早辭職的行為逃
避。

只有「愛國者治港」才能發揮國
家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確保
「一國兩制」行之有效。要培養
「愛國者治港」人才，就要從公
民教育、社會宣傳等方面入手，
令公務員更理解國家的政策，也
要讓更多社會精英加入政府體系
和公營機構，在不同的重要崗位
服務香港、治理香港，令「一國
兩制」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容永祺：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最迫切任
務是完善香港的選舉等相關制度。
相信由中央作主導、根據憲法和基
本法、考慮香港實際情況作出的決
定，能保障香港的民主制度更健康
地發展，阻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
區政權機關，實現香港的長期繁榮
穩定。

全國政協社會及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邱達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講話，闡述了有關「愛國者治港」原則。連日
來，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紛紛表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最迫切任務是完善香港選舉相關制度，讓香港的管治權始終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完全符合香港社會的共同
利益，亦是香港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政協委員：「愛國者治港」符社會共同利益

夏寶龍主任提出的實現「愛國者治
港」原則規範，必須從法律層面通
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和制定。特
別對於香港特區公務員、立法會議
員、區議會議員、特首選舉委員
會、主要諮詢機構成員等的參選人
資格審查，要形成制度，以確保參
選人符合愛國愛港條件和要求。

全國政協委員張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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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鐵牛盼代表委員帶好頭
出席香港友協座談會 冀助「愛國者治港」落實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日前就「愛國者治港」原則發表

講話。香港友好協進會昨日舉辦「堅定

支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座談

會」，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與近三十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出席

本次會議並發言，表示堅決擁護、堅決

支持香港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

原則。譚鐵牛並希望代表委員在落實

「愛國者治港」過程中起帶頭作用，全

力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
蘭）對於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就「愛
國者治港」原則發表重要講話，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昨日在立法會見傳媒時回應指，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對
治港者有愛國要求，完全是理所
當然。就夏主任指落實「愛國者
治港」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特
別是選舉制度，張建宗強調，有
關工作相當關鍵、急切，特區政
府必定尊重中央在政治體制完善
方面的主導權，與中央保持緊密
溝通，同時會作出全面配合。
張建宗表示，夏主任講話清楚

指出「愛國者治港」是全面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必須遵循
的根本原則，而要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
治港」。他認為，雖然「愛國者
治港」並非新概念，但近年香港
發生種種情況，令中央必須全面
及清晰地重申「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
以正視聽，非常重要。

全面配合中央完善政制
張建宗指，香港是中國不可分

離的部分，是享有高度自治的地
方行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故在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和
政治體制下，對治港者有愛國要
求，要他們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完全是理所當然、天經地
義。而要求管治者愛護自己國
家，亦是放諸四海皆準的道理、
是非常顯淺易明的原則。故掌握
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
人，必須是堅定愛國者。
就夏主任指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
是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
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撥亂
反正、正本清源，張建宗強調，
有關工作將會相當關鍵，而且相
當急切，特區政府必定尊重中央
在政治體制完善方面的主導權，
與中央保持緊密溝通，同時會作
出全面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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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上，譚鐵牛從為何堅持「愛國者
治港」、如何進行「愛國者治港」，

以及如何在落實「愛國者治港」中發揮港
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作用三方面發表了
講話。他表示，夏寶龍關於「愛國者治
港」原則的講話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論
述的全面解讀，因為「愛國者治港」事關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的根本原則，是「一國兩制」
的初心和核心要素。
譚鐵牛表示，希望港區人大代表、政協

委員等應全面準確理解「愛國者治港」這
一根本原則和核心要義，在宣傳和解讀方
面，在落實「愛國者治港」過程中起帶頭
作用，全力支持完善選舉制度，弘揚愛國
精神，積極講好中國故事。

唐英年：從亂到治重要舉措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唐

英年表示，香港作為國家的一部分，「愛
國者治港」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亦是
最基本及國際公認的管治原則和政治倫
理。香港國安法及「愛國者治港」均是香
港從亂到治的重要舉措，為香港的社會正
本清源。

譚耀宗：針對社會問題下藥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表示，「愛
國者治港」原則是中央針對香港2019年以
來社會問題的成因而對症下藥。特區政府日
前亦公布《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
（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將區議員納入宣

誓效忠名單中，以完善本港的選舉安排。他
強調「愛國者治港」的目的是為香港撥亂反
正，為香港經濟發展鋪平道路，讓香港在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發揮作用。

譚惠珠：愛國愛港者方積極為港效力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示，

應該好好發揮「一國」的力量和「兩制」

的優勢，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要靠
「愛國者治港」，負責管治香港特區的人
士必須是愛國愛港者，才能積極為香港效
力，為社會和國家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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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左起左起：：譚耀宗譚耀宗、、譚鐵牛譚鐵牛、、唐英唐英
年年、、余國春余國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攬炒區員拒辭職 政界批純為「糧支」

●譚鐵牛希望代表委員全力支
持完善選舉制度。 中通社

「愛國者治港」是理所當然，
「愛國者治港」除了要從制度上
保證以外，在概念上也要加強宣
傳。我們要向民眾進行全面詳細
地解釋，並警惕惡意曲解「愛國
者治港」本意的反中亂港分子，
爭取全港大多數市民對「愛國者
治港」理念的理解和支持，令制
度推行時更加有效。

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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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堵塞存在的漏洞，完全符
合香港社會的共同利益。中央對
「愛國者治港」提出的標準和要
求，確保香港未來選舉能夠順暢
有效地運作，確保香港特區政府
施政和社會正常運作，確保香港
市民生活穩定，為香港長期繁榮
構建堅實的基礎。

全國政協委員黃華康：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治港者愛國是天經地義。若香港
的管治權和選舉權等任由外國來
插手干預，並由禍國亂港者治
港，香港將再次陷入經濟、社
會、政治的困局。只有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完善相關選舉
制度，讓香港的管治權始終掌握
在愛國者手中，才是香港長治久
安的根本保障。

全國政協委員蔡黃玲玲：

黑暴事件已證明在特區政府政治體
制架構內存在「攬炒派」、「港獨」
等勢力，目的都是反中亂港，破壞
「一國兩制」。因此堅決貫徹「愛
國者治港」，正是肅清害群之馬，
引領上下統一愛港愛國共識的正確
舉措。愛港愛國理應成為未來治港
者隊伍的信念準繩，只有用心接納
與擁護「一國」，才能通過「兩
制」為香港謀求到更多民生福祉。

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

對於治港者的主體來說，「愛
國」既是其履職的前提，也是其
應盡的基本義務；既是政治標
準，也是法律要求；更是「一國
兩制」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條
件。香港特區必須盡快提升特區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用
健全的制度來保證「愛國者治
港」。

全國政協委員施清流：

夏寶龍主任的講話為愛國愛港者
定調，強調「愛國者治港」的根
本原則，與基本法保障的香港居
民基本權利及自由並不矛盾。
「愛國者治港」不僅是香港回歸
祖國的必然要求，更是實現「港
人治港」、香港繁榮安定的現實
需要。

全國政協委員佘德聰：

夏寶龍主任強調「愛國者治港」
原則，體現了中央政府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推動「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的堅定決心。期待特區政
府進一步完善各級選舉制度，確
保愛國愛港人士進入各級立法
會，服務香港社會，配合特區政
府施政。

全國政協委員劉與量：

回歸後並未落實好「愛國者治
港」原則，才使得反中亂港分子
有機可乘。「愛國者治港」的政
治倫理天經地義，未來的選舉關
卡應更嚴謹，當選後的宣誓制度
及追蹤制度亦都要抓緊，讓真心
真意維護國家主權、國家安全的
人管治香港，如果未有做到愛國
者應做的事，就理應被踢走。

全國政協委員龍子明：

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存在漏洞，
令一些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
甚至有了「作妖」的舞台，致令
特區政府運作停擺、政權癱瘓，
甚至以奪取管治權為目的，這樣
的局面造成了香港的混亂，因此
為完善「愛國者治港」，特區的
管治制度變革勢在必行。

全國政協委員魏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