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3月5日，
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人就中國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發表聲明。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就此
回應，呼籲歐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干涉
中國內政。
3月5日，歐盟對外行動署發言人就中國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發表聲明稱，中國全國人大如
通過相關決定，將對香港民主原則和民選制度
「產生負面影響」，呼籲中方予以「認真考
慮」，又聲稱歐盟隨時準備採取「進一步應對
措施」。
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回應指出，十三屆

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正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草案）》的議案。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一
條、第六十二條以及香港基本法規定，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規定香港實行的制度。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是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
的重要組成部分。
發言人指，近年來的情況表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選舉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作出完善，為全面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全面落實「愛國
者治港」原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作為國家
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憲制層面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作出決定，完全符

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其正當性和權
威性無可置疑。

籲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
特區的選舉制度是中國的地方選舉制度，
如何設計、如何發展、如何完善完全是中
國內政，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和個人都無
權干預。我們呼籲歐方恪守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在涉港問題上摒棄錯誤立
場，停止說一些無謂的話、做一些徒勞的
事情，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預香港事務、干
涉中國內政。

3月5日，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次會議上，白
俄羅斯代表 70 個國家作共同發
言，強調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外
界不應干涉。

中國具成功實施「一國兩制」能力
白俄羅斯常駐日內瓦代表安布拉
澤維奇在會後接受採訪時表示，中
國有權就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長
期繁榮與穩定作出決定，白俄羅斯
相信中國具有成功實施「一國兩
制」方針的能力。他說：「我想再
次強調，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包括完善選舉制度在內的任
何決定既是中國的權利，也是中國
的責任，這些決定有利於香港的長
遠發展和繁榮。」
老撾常駐日內瓦代表基查德斯表
示，中國全國人大這一舉措必將對
保持香港穩定繁榮發揮建設性作
用。同時，老撾也相信這項決定有
利於更好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
方針。
巴基斯坦常駐日內瓦副代表侯
賽因．安德拉比表示，中國全國
人大是中國人民利益的最好代
表，中國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也
必將是維護香港乃至中國整體利
益的最佳選擇。他說，相信完善
後的香港選舉制度將對香港的長
期發展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

干涉中國內政圖謀注定失敗
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
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陳旭大使5
日為中外媒體舉行視頻吹風會。陳
旭表示，5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第46次會議上，白俄羅斯代表70

國作共同發言，重申支持中國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
認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擺脫
了動盪局勢，逐漸恢復穩定。強調
不干涉主權國家內政是《聯合國憲
章》重要原則，是國際關係的基本
準則。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
敦促有關方面切實尊重中國主
權，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這一共同發言充分說明中國
在涉港問題上的正義立場和舉措
得到廣泛支持。某些西方國家打
着人權旗號，借涉港問題向中方
施壓、干涉中國內政的圖謀注定
失敗。
陳旭表示，正在召開的十三屆

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將審議關於完
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近
年來的情況表明，香港特區選舉
制度需要與時俱進作出完善，為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中國始
終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中國中
央政府有關舉措有利於更好保障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
自由，有利於促進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
行穩致遠。中國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
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堅定不
移。
中方敦促有關方面恪守《聯合

國憲章》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
中國內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5日就白俄羅斯代表70國在聯合
國人權理事會作涉港挺華共同發言答記者問。
發言人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再次聯手發出正義之聲，充分體現了事實勝
於雄辯、公道自在人心，敦促有關方面恪守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以任何方式干
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反對西方借涉港問題干中國內政
有記者問：3月5日，白俄羅斯代表70個國

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次會議上作共同
發言，支持中方在涉港問題上的立場和舉措，
反對西方國家借涉港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說，3月5日，白俄羅斯代表70個國

家在人權理事會第46次會議上作共同發言，
重申支持中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
制」，認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擺脫了動
盪局勢，逐漸恢復穩定，強調不干涉主權國家
內政是《聯合國憲章》重要原則，是國際關係
的基本準則，香港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敦促有關方面切實
尊重中國主權，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
政。此外，還有20多個國家在人權理事會以
單獨發言等方式，支持中方在涉港問題上的立
場和舉措。
汪文斌說，中方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中國中央政府的有
關舉措有利於更好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
權利和自由，有利於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
利於「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是中國的
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
和個人都無權干預。
他說，廣大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再次聯手發出正義之聲，充分體現了事實勝於
雄辯、公道自在人心。中國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堅定不
移。「我們敦促有關方面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
中國內政。」

外交部：多國發正義聲 體現事實勝雄辯

中國駐歐盟使團促歐盟摒棄錯誤立場

▲白俄羅斯代表70個國家
作共同發言，強調香港事務
是中國內政，外界不應干
涉。 視頻截圖

▶3月5日，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第46次會議在日內瓦
舉行。 視頻截圖

70國挺中國：外力不應干涉港事
白俄羅斯代表70國共同發言 指中方決定利港長遠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

次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

的議案。3月5日，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6

次會議上，白俄羅斯代表70個國家作共同發言，強調香港

事務是中國內政，外界不應干涉。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

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陳旭大使5日為中外媒體舉

行視頻吹風會時表示，這一共同發言充分說明中國在涉港

問題上的正義立場和舉措得到廣泛支持，某些西方國家打

着人權旗號，借涉港問題向中方施壓、干涉中國內政的圖

謀注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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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
正昨日參加了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
會。對於全國人大會議將就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作出決定，韓正強調，要始終堅持全
面 準 確 貫 徹 「 一 國 兩 制 」 、 「 港 人 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使香港特區選舉
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
益，依法保障香港同胞廣泛的、均衡的政
治參與，要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始
終堅持依法治港。中央落實「一國兩制」
堅定不移，而「愛國者治港」正是「一國
兩制」的初心和核心要義。韓正強調的
「三個始終」，清晰闡釋中央從國家層面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基
本原則，顯示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具有
堅實的法律和政治基礎，是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確保香港長治久
安的必然選擇。

對於堅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中
央政府從回歸以來就始終如一、堅持不懈。

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國家的特別行政
區，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
憲制基礎。香港實行的選舉制度包括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當然應當符合「一
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確保
「愛國者治港」，這是事關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
原則。

但是，近年香港挑戰「一國兩制」底線
原則的亂象層出不窮，特別是修例風波以
來，反中亂港勢力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通
過選舉平台、立法會和區議會議事平台或
者利用有關公職人員身份，公然煽「獨」
縱暴、勾結外部勢力，肆無忌憚反中亂
港，完全背離「愛國者治港」原則，嚴重
威脅「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事實已經擺
在大家面前，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機制確
實存在明顯的漏洞和缺陷，已經為反中亂
港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提供了可乘之機。
因此，中央當然要採取必要措施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消除制度機制方面存在的隱患

和風險，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
港」，確保香港可以依法施政、有效治
理，從而確保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始終
沿正確方向前進。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始
終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讓香港選舉制度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依
法保障香港同胞廣泛的、均衡的政治參與。
選舉委員會的制度設計，應該堅持「廣泛代
表性」，並在組成上體現均衡參與。而今次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總體思路，正是要讓選
委會達至更廣泛的代表性及更均衡有序的政
治參與，令選委會具有更堅實民意代表性，
也有利於行政主導有效運行，維護香港整體
利益和根本福祉。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核心要義是「愛國
者治港」，讓香港管治權掌握在堅定的愛
國者手中，讓「愛國者治港」擁有健全的
制度保障。「一國兩制」方針從形成之初
就包含了「愛國者治港」的重要思想內

涵。「愛國者治港」並非今天突然出現的
新鮮事物，而是關乎香港「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的必然和必要的條件。反中亂港分
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興風
作浪，直接原因之一，就是「愛國者治
港」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落實。中央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就是要切實貫徹和全面體
現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的政治
原則和標準。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也是一項重要的修法工
程，要始終堅持依法治港，在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設定的框架內進行，維護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根據憲法和基本法規
定，中央擁有香港特區的創制權和特區制度
的決定權，包括規定特區實行的選舉制度的
權力。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根
據香港實際情況完善選舉制度，作出「決
定+修法」的步驟，不僅具有無可置疑的權
威性，而且完全符合法治原則，可以保證香
港新的民主選舉制度在「一國兩制」制度框
架內、在憲法和基本法軌道上順利進行。

按照「三個始終」完善選舉制度 確保「愛國者治港」落到實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