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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今開幕 發言人首場發布會談及香港問題

全國政協：堅定支持「愛國者治港」
全國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將於今
幕。昨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三屆四
次會議舉行新聞發布會，大會新聞發言人郭衛民向中
外媒體介紹本次大會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郭衛
民在會上談及「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指「愛國者
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和核心要義，
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堅持的根本原
則。他強調，無論是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
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都是為了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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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着正確的方向行穩致
遠。他表示，全國政協將認真貫徹落實中央港澳工作
大政方針，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堅定
支持「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衛民介紹，全國政協一直十分關心香港的經濟社會發
展，全國政協有 230 多名港澳委員，他們更是心繫香
港，為香港的穩定發展建言獻策，同時積極參與建設。
他認為，目前香港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不僅是因為疫情的
衝擊，也受到了「修例風波」的影響。香港國安法的實施，
有效維護了國家安全，完善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為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郭衛民指出，香港的命運從來都是與祖國緊密聯繫在一起
的。香港背靠不斷發展的祖國內地，是國際國內「雙循環」的
重要交匯點。近年來，國家快速發展為香港提供了廣闊的空
間。中央大力支持香港參與「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和國
家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幫助香港企業開拓內地市場。為幫助香港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中央政府全力保障香港的物資供應，協助開展大規模核酸檢
測，援建香港社區治療設施和臨時醫院，以確保香港經濟社會
的穩定。
他又指，全國政協圍繞促進香港繁榮穩定發展積極開展工
作。去年，全國政協先後召開了對口協商會、專題協商會，圍
繞「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推進粵港澳大灣
區創新合作」主題，深入交流，提出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意見建
議，為中央制定政策、有效施策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政協委員
們相信，在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有祖國內地的
大力支持下，香港一定會有光明的未來。

郭

將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凝共識
談到「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郭衛民表示，「愛國者治
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和核心要義，是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無論是制定
實施香港國安法，還是完善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都是為了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
着正確的方向行穩致遠。全國政協將認真貫徹落
實中央港澳工作大政方針，加強思想政治引
領，廣泛凝聚共識，堅定支持「愛國者治
港」這一根本原則。

姚志勝倡允專才保留內地身份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全國政協委員姚志
勝日前表示，他將於兩會期間建議國家調整戶籍身份
管理政策，並支持香港引入內地和海外人才。他指，
自香港國安法落實後，英國推出所謂的赴英居留和入
籍路徑，企圖大量挖走香港有經濟實力的專業人士，
因此建議中央彈性處理移居香港的內地人士戶籍身份
證政策，以支持香港引入更多內地人才。
姚志勝相信，香港未來幾年移民海外的人數會比
過往為多，其中一部分會是英國等國家重點吸納的
專業人士。他認為，香港引入大量專業人才，不僅
關乎自身的未來發展，而且直接影響香港能否在國
家「雙循環」戰略中發揮特殊作用。

利港引才壯大愛國愛港力量
他建議，允許合法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
內地人士保留內地身份證，將會有利於香港引入更
多內地人才，以及內地去海外學習發展的專業人
才，同時亦有助進一步壯大香港的愛國愛港力量。
他指，內地專才不僅熟悉內地，而且有國際視野，
對國家民族有基本認同，是推動兩地交流、維護

高敬德李山建議選委會增政協委員議席

明日在京開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昨日經深圳前往北京，他們一路上自拍視頻、照
片，甚至擔當特約記者角色，用與往年不同的新鮮方式，和市民分享奔赴北京路上的見聞和心情。

飛往北京：

飛往北京的過程中，大家心情雀
躍。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昨日在機
艙拍攝小視頻表達心聲：「國家加
油！香港加油！」
全國政協委員黃國
更擔當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特約記者，採訪
不同的委員，了解他
陳勇供圖 們對兩會的期望。

抵達北京：

抵達北京機場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們
紛紛打卡記錄兩會
行。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陳曉峰說，當地的
天氣清涼，但十分舒
適。而一眾代表下機
後亦隨即登上官方安
排的旅遊車，前往北
京飯店。

主選舉與善治的和諧統一。

確保特首由愛國者選舉產生
他們認為，2019年的修例風波及暴力騷亂重創香港
社會，雖然疫情和香港國安法暫時遏制反對派，但有些
市民的不滿情緒仍然未平息，而這種情緒可能以不同形
式表達出來，成為反對派動搖中央全面管治權的口實。
為防患於未然，中央和特區政府宜未雨綢繆，築好制度
籬笆，確保行政長官由愛國者選舉產生。
他們表示，選委會中增加政協委員議席是香港建
設優質民主工程的重要部分，政治協商有利於代表
社會最廣大成員的利益，減少社會矛盾，並提升決
策效率。

抵達北京飯店：

分享沿途點滴
代表委員上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為落實國家主席習
近平強調的「愛國者治港」原則，及以行政長官為核
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副主任高敬德與全國政協委員李山將在兩會上提出提
案，建議負責選出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增
加全國政協委員議席。
高敬德和李山認為，當前的選委會中，特別是區
議會議員和功能界別內不乏反中亂港者，批評他們
是阻礙建立有效行政主導體制的絆腳石。兩人表
示，為了香港達到長治久安，建議在選委會中增加
100多個議席予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令行政主導體制
變得完善之際，亦有助捍衛「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打亂反對派通過選舉搶班奪權的部署，展現民

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和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將分別於今日、

●為國家及香港打氣。

「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
按照現時內地入境政策，內地居民取得香港永久
性居民身份後，不能保留內地身份，須放棄內地身
份證。姚志勝認為，這種規定切斷了內地專業人士
與內地的實質性利益關係，會減低他們移居香港的
意慾。他建議中央調整戶籍身份管理政策，允許合
法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內地人士選擇保留
內地身份證，方便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夠以內地
居民身份投資就業，並按規定享受社保、醫保、購
房、子女教育等國民待遇。
姚志勝認為，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不能等同於
外國國籍，並指中國的國籍法並不排斥取得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的內地人士同時保留內地身份證，
而香港的法律也沒有要求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證的內地人士必須放棄內地身份證。
因此，他建議內地參考特區政府彈性處理「雙重國
籍」的做法，統一規定對於具有「雙重身份」人士的
管理辦法，即如果該內地專才在內地行使居民權利，
就採用內地居民的管理辦法；如果其以港人身份在內
地工作生活，就適用香港居民的管理辦法。

毛超峰掌紫荊文化集團

天下午 3 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

●毛超峰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微
信號「長安街知事」消息，
曾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務副
省長的毛超峰，其新職務昨
日披露：紫荊文化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
據「南方+」客戶端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廣
東代表團新增兩名代表，其
中之一為紫荊文化集團有限
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毛超峰，他曾任
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長，因工作調動編
入廣東團。
「長安街知事」注意到，中國人大網
近日更新代表資訊顯示，毛超峰為廣東
代表。此前在2018年1月，他當選為海
南省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毛超峰出生於 1965 年 12 月，河南柘
城人，1982 年考入北京氣象學院（後
併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在氣象系氣
象預報專業學習。1985 年畢業後，他
進入民航河南省管理局，在此工作十餘
年 ， 1999 年 任 民 航 河 南 省 管 理 局 局
長、黨委副書記。
2001 年 1 月，毛超峰轉任焦作市委副
書記、市長，2006 年 12 月出任周口市
委書記。
2011 年 10 月，毛超峰在河南省第九
次黨代會上當選省委常委，次年 2 月兼
任省委政法委書記。
2012 年 12 月，毛超峰首次離開河南
工作，出任海南省委常委，次年 1 月兼
任省委政法委書記。2014 年 12 月，他
出任海南省政府黨組副書記，次年1
月獲任副省長。
2020 年 12 月，海南省政
府更新領導信息顯示，
毛超峰不再擔任常
務副省長。

為確保兩會能夠安全、順利舉行，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需要再次進行新
冠病毒檢測，這是數日內他們進行的第三輪
新冠病毒檢測，加上短暫的隔離及「閉環
式」安排，確保了兩會之行的安全。

●入住北京飯店，會場保安嚴密。
受訪者供圖
北京飯店的保安嚴密，入住前需要認證身份。

●港區人大代表陳勇接受檢測。 陳勇供圖

黃國訪問

● 陳勇訪問黃玉山。
●一眾港區
人大代表、
政協委員到
達北京機場
的情況。
陳曉峰供圖

稍事休息，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陳勇在飯店內擔當
記者，訪問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黃玉山，更貼心製作
廣東話和普通話雙版本供
兩地市民觀看。

陳勇供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們抵
達北京後，享用家常但菜式多樣的晚餐，
補充體力，為投
入兩會相關工作
作準備。
◀陳勇分享飯店
提供的晚餐，讚
賞菜式大眾化。
陳勇供圖

陳勇訪問黃玉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倪思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