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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完善制度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央有關部門2月28日至3月1日

在深圳召開座談會，廣泛聽取香港

社會各界代表人士對完善「愛國者

治港」有關制度的意見。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夏寶龍與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

出席了座談會。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昨日在座談會後
接受記者採訪時直言，堅持「愛國者
治港」 香港才能長治久安。香港立法
會的組成人員中，也應增加推動香港
跟大灣區、跟內地融合發展的人士，
為香港增值。 她並對完善選舉制度，
提出了幾點想法。
譚惠珠表示，首先，基本法的設計是
行政主導。所以行政長官在立法會裏面
必定要有一定的支持，以往由選舉委員
會選出的委員是可以支持政府。而現在
完全取消了，這裏就有一個小的結構性

的問題。「我認為，仍然可以考慮用一
個選舉委員會的方法，去選一些理念和
行政長官一致的立法會議員，以彌補結
構性的問題。」
其次，基本法制定時就已經講明，區

議會不是一個權力機關。「所以區議會
發展到可以有功能組別，還有一定數量
的成員可以進入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
會，我認為不是當時起草的原意。功能
組別的五個議席取消後，可以有兩種可
能性來代替，包括新興的企業，或者一
批能夠推動香港與大灣區融合發展、推
動香港與內地在經濟社會發展上互補的
人士代替，為香港增值。」

此外，她認為，除了立法會選舉的五
個席位應該用其他功能組別代替之外，
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裏面也不需要有
117個區議員代表。

譚惠珠：立會議員應增助融合人士

●譚惠珠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道）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昨日在座談
會後接受訪問時表示，中央要求治港團隊裏成員要以愛國者為主，這是一開始
就有的政策，並不是現在的新政策，「愛國者治港」應該成為一個堅定不移的
標準。他透露，參加座談會的人士，都支持「愛國者治港」。
陳永棋認為，香港的選舉制度應該加以改善。在區議會的選舉中，要多施加

點壓力，選舉委員會裏面要加大引入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參與。區議會現在
的議席太多了，在千人中佔了一百多個，需要減少一點，或者區議會不需要參
與到選舉委員會中來。

陳永棋：選委會區會議席需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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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芬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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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
若溪 深圳報道）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在座談
會後接受採訪時表示，如何
完善選舉制度，可從「愛國
者治港」應有的3個層面入
手，包括個人愛國教育、政
治倫理和法律制度的要求。
同時，需要有一個資格審查
委員會，先進行「愛國者治
港」資格審查。
梁美芬直言，從2003年至

今，一系列的騷亂都能看到香港社會本身
在「一國兩制」方面的落實上是有欠缺
的。「為了防止這個錯誤的方向，我們就

要穩住底線。從管治班子裏
面，從教育、政治、法律三
方面要體現『愛國者治
港』。」
她認為，現在區議會的方向

已經有偏差，變成了一個政治
鬥爭的場所。對香港市民、社
會和諧和行政管治的質素沒有
好處。區議會要很好地扮演諮
詢和地方事物的角色。「因
此，在特首選舉的層面，我們
應該可以考慮要完善。最終的

目標，是要選到真正優質的管治人才，同時
這些人做的事情符合和配合『一國兩制』，
也令到香港將來可以長治久安。」

梁美芬倡審查「愛國者治港」資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原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日
前建議取消特首選舉委員會中區議員的名額，由全國政協委員
代替，立法會中通過區議會產生的5個「超級區議會」席位亦
應一併取消。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認同行政長官選委會毋須加入區議員。
葉劉淑儀表示，區議會不是政權性組織，只是區域組織，基

本法亦未提及區議會政治角色，因此可以將區議員剔除在行政
長官選舉委員會外。她續說，雖然區議員無實權，但在地區仍
有一定資源和影響力，又使用政府的資源為社會服務，因此需
要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區。

葉太贊成選委會剔除區議員

●●葉劉淑儀葉劉淑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鑒於疫情防控需要，座談會採取小
範圍、多場次方式進行。來自香

港工商、金融、專業、勞工等界別以及
特區政府的代表人士在座談會上暢所欲
言，踴躍表達意見。

指「愛國者治港」天經地義
與會人士一致表示，「愛國者治港」
是「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要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把「愛
國者治港」根本原則落到實處。由真正
的愛國者掌握香港的管治權，天經地
義，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允許不愛國的
人治理國家或國家的一部分。

應加強國民教育 速撥亂反正
與會人士一致認為，香港社會政治領
域出現種種亂象的一個重要根源是「愛
國者治港」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落實，
應當依法盡快對香港選舉等制度加以完

善，並尊重中央對選舉制度的主導權。
與會人士還紛紛表示，實現「愛國者
治港」是香港達到良政善治的必由之
路，除了要完善有關制度，還需要從加
強管治人才考察選拔、加強國民教育、
改善輿論環境等方面綜合施策。香港只
有在政治上盡快實現撥亂反正，才能夠
為解決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創造條件。
與會人士還就完善香港選舉等制度提

出了具體建議。
夏寶龍表示，中央堅定不移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的決心不會變。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是確保「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的關鍵。為此，要完善有
關制度，確保香港的政權機關牢牢掌握
在真正的愛國者手中。愛國就是愛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絕大多數市民都是愛
國的。中央有關部門會繼續聽取香港各
界人士關於進一步完善有關制度的意見
建議。

港各界暢所欲言倡加強管治人才考察選拔 冀達良政善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
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
任夏寶龍上月出席全國港澳研究會的研
討會，講述「愛國者治港」要求。根據
最新一期《紫荊》雜誌3月號刊出的夏寶
龍講話全文，他除提及愛國者標準，又
提及「少數反中亂港分子」的定義，點
名批評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3人是
「反中亂港分子當中的極端惡劣者」，
明言不僅不能允許他們染指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任何公權力，「還要對他們的違
法行徑依法給予嚴懲。」

批反中亂港議員惡意拉布
夏寶龍在研討會上指出，反中亂港分

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通過各類
選舉進入特區治理架構，包括立法會、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
特別是受修例風波影響，一些黑暴、攬

炒、「港獨」分子進入區議會，把本應
為社區和基層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高
度政治化的鬥爭場所。他們利用區議會
平台散播「港獨」主張，抗拒中央管
治，煽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肆意阻撓
特區政府施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例
如有新當選的區議員公然在辦事處張貼
「藍絲與狗不得入內」標語、及因涉嫌
協助反中亂港分子偷渡被捕。
立法會方面，夏寶龍批評反中亂港議
員惡意拉布，令內會停擺逾6個月，使特
區立法機關實際上陷於癱瘓，又斥責有
反中亂港分子公然宣揚「真攬炒十步
曲」，提出奪取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選委
會的過半席位，進而選出他們推出的人
當特首的奪權路線圖。
他指出，這些人的目的不僅是要奪取香

港管治權，更是要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阻撓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進程，用心非常險惡。

不許反中亂港者染指政權
夏寶龍表示，堅信香港社會絕大多數中

國公民是愛國的，少數反中亂港分子的面
目很容易辨認，包括刻意阻撓、破壞特區
政權機關順利運作、甘當外國勢力馬前卒
甚至公然乞求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進
而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少數
人。對這些有明確目標和實際行動的「一
國兩制」破壞者，現在和將來都不能允許
他們染指香港特區的政權。
他又指，特區政府取消部分不合格議員

的資格後，許多人呼籲對參與香港管理的
公職人員進行嚴格審查把關，堅決將反中
亂港者拒之門外，他認為這是一個很值得
重視的建議，確保特區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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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名批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極端惡劣者」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
委員陳紅天表示，香港全面
落實「愛國者治港」是確保
「一國兩制」制度在香港的
實踐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
希望完善的香港選舉制度措
施盡快出台，讓「愛國者治
港」有制度保障，使得香港
政治生態健康發展，社會繼
續繁榮穩定。
陳紅天表示，香港的公職

人員如果不是愛國者，將對香港社會造
成嚴重性的災難。2019 年的修例風波
中，一些混入香港公職人員隊伍的反中
亂港分子、「港獨」勢力、「攬炒派」

不尊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
阻撓特區政府施政，嚴重觸
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
把這些敗類和禍害清除出香
港的公職隊伍，是人心所
向，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
無法阻擋的。
他表示，「愛國者治
港」不應只是光喊口號，
必須要落實到行動上，要
通過完善相關制度，特別

是進一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保障香港
政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才能解決香港
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使香港享有長期繁
榮穩定。

陳紅天：公職人員不愛國會成災難

●●陳紅天陳紅天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毛麗娟 深圳報
道）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究會副
會長劉兆佳昨日在座談會結束後接受採
訪時表示，中央這次主導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會有大幅度的改動，會相當全面
和有持久性，如此一來，過去幾十年來
困擾香港的政治改革問題，之後可能不
再存在，香港也就可以集中精力，處理
更深層次的經濟和社會問題。
劉兆佳認為，完善選舉制度，重點是建

立一個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不用像以往
那樣依靠選舉主任一個人去處理資格審查
問題，這個資格審查制度可以套用在立法
會、區議會和選舉委員會的委員身上，料
這個審查制度將由一個有權力的高規格的
單位負責，這個單位甚至有某種權力可以

對候選人的背景作出調查。他估計，香港
特區警方保安處和中央國安處都會進行合
作，令到能夠參選的人都是愛國者。

料立會大選區轉較小選區
他估計，香港立法會的大的選區，可能

要有所轉變，改成較為小的選區，要更加
能夠為地區服務和為地區居民提供各樣的
支持和資助，強化議員和居民之間的關
係，令到「愛國者治港」的模式更加得到
群眾的支持。而在完善選舉制度的過程
中，法律方面如何防範外部勢力以任何形
式參與香港的選舉會做得比以前更妥善。
提及今次座談會發言者最關心的話

題，劉兆佳透露，很多發言者都有說
到取消區議員在選舉委員會裏面的席

位。他判斷，目前在中央主導完善選
舉制度的背景下，有可能由全國人大
來制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方向，交
由人大常委會具體實施，定出香港的
選舉框架，再交由香港特區政府做出
完善法律等的配合。

劉兆佳倡設候選人資格審查制

●劉兆佳 香港文匯報記者毛麗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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