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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愛國者治港」在香港社會引發了廣
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完善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列入審議議
程，王晨副委員長為草案作了說明，指出將以
「決定+修法」分步推進的方式，從憲制層面
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完善，建立一套符合香港
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為落實「愛國
者治港」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回看香港社會特別是立法會近年來的種種亂象，讓我們開
始重新審視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缺陷，以及貫徹基本法中的
問題，如過分強調「兩制」差異而弱化了「一國」的重要
性，使得「一國」之原則被忽視。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出席研討會時對特區管治者提
出四項要求。結合香港的現實情況，筆者認為「愛國者治
港」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作為國家一
部分，香港管治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治港者也要具備履行管治職責、夯實管治能力，需要多管
齊下培養和吸納更多愛國愛港的政治人才，注重特區管治人
才隊伍建設，這才是香港突破管治困境、實現長治久安的重
要路徑。

第一，拓寬選拔任用渠道，多元考察廣納賢才，在大學、
企業、社團中吸納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專業人士進入管治團隊
或問責體系，以實際的管治經驗影響和教育身邊人，帶領香
港找到新出路。

第二，制定人才政策，設立青年政治人才儲備計劃，引進
國際、內地高端青年人才，在高校直接選聘青年人才，吸納
在內地求學工作的港人等加入治港團隊，與內地政府部門建
立學習交流機制，加強兩地溝通，深入內地了解政策國情，
在實踐中積累管治經驗，拓寬管治視野，為特區政府未來發
展儲備更多優秀管治人才。

第三，在全社會普及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公民國家觀念，教
育青少年從小遵紀守法，了解和擁護國家憲法和基本法，樹立
正確價值觀，培養更多愛國者成為未來社會棟樑。

這是確保愛國者持續治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必由之路。

凝神聚力再出發 打造香港新動力
全國兩會今日結束。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由亂及治，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港」，帶來香港長治久安。香港管治環境告別泛政治化，走上全面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正軌。國家「十四五」規劃港澳

專章，一字千金，為香港把握「十四五」發展機遇指明方向。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主席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國家從「十二五」規劃開始皆把港澳部分獨
立成章，充分顯示國家對港澳發展的關懷與重
視。如果說國家出手為香港制定香港國安法、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讓香港由亂及治、長治久
安，那麼「十四五」規劃則讓香港搭上國家高
質量發展快車、全面升級發展引擎、在貢獻國
家中成就香港新輝煌。

融入國家打造創科新動力
「十四五」規劃綱要港澳專章，支持香港提

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
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
產管理中心及風險管理中心功能，支持香港建
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
爭議服務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等，這
些目標清晰顯示，國家在發展高質量經濟、發

展戰略科技上，對香港既提供寬廣舞台，亦

寄予期待厚望。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科技自立自強、打好

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注重原始創新加強基礎研
究等，是「十四五」規劃的重中之重。香港的大
學擁有世界一流科研能力，如理大月球照相機多
次參與國家航天工程計劃，加上國家支持香港建
立國家級實驗室及科技資金過境使用，香港有為
國家發展戰略科技貢獻力量的實力。

目前香港需從戰略高度、統籌規劃把香港打造
成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把這當成香港「十四五」
期間的第一要務。可考慮的方向：一是與國家和
各省市的戰略科技工程項目組成聯盟、形成創新
集群突破；二是爭取國家支持、賦予河套港深科
技創新合作區發展戰略科技重任，利用香港金
融、制度、稅收、國際人才等優勢，集全球精銳
人才、建世界級實驗室和孵化器、攻堅關鍵核心
技術；三是聯合灣區制度創新、吸納國際創科人

才、發展灣區國際創科中心。

建設灣區促進產業多元化
「十四五」規劃港澳專章確立的香港發展目

標，內含了國家期望香港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實現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產業多元化的要
求。此次新冠疫情，重創香港經濟，暴露出香
港產業單一問題，零售、旅遊、飲食等易受外
部衝擊影響，也暴露出對金融、地產等的過分
依賴。

香港產業要轉型升級、多元化，出路就在融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香港中大、浸大、科大等院
校在灣區辦學，港辦醫院在深圳發展，香港與中
山聯合發展健康產業生物科技等，都是香港融入
灣區發展的成功例子。目前國家已有眾多支持港
青灣區工作創業政策，香港要盡快疫情「清
零」、加快灣區合作、擁抱灣區機遇。

發揮優勢服務高質量發展
國家高質量發展全面提速，帶來香港發揮優

勢的寬廣舞台。國家承諾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
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帶給
香港發展成區域綠色金融中心機遇；國家積極
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擴大金融開放，利好香港
滬深港通及「債券通」發展、人民幣資產管理
及離岸人民幣樞紐發展等；內地自貿區發展及
「雙循環」發展，帶給香港專才大舞台，帶來
香港發展法律仲裁中心及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發
展新機遇。

當前香港各界需要凝神聚力，全力支持國家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在選委會、立法會等多
場選舉中確保「愛國愛港者」當選，珍惜國家為
香港構建的良好管治環境，在服務國家戰略中展
現港人智慧才華，讓東方之珠再度璀璨。

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原
因，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前，是進出口
轉口貿易和社會文化展示窗口。隨着
內地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並取得豐碩
成果，無論從經濟體量還是國際地
位，較之以往已是雲泥之別；同時，
香港在區域內的角色定位也隨之發生
變化。

由於港英政府管理時間較長，其推
行的經濟社會制度和內地差別較大，
長期處於西方社會管理制度模式下的
港人，對內地社會制度的特點和優越
性認知嚴重不足，這也是今日港人心
理上存在落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
許多港人並不明瞭，正是內地制度的
優越性及其與發展相適應的屬性，使
得內地能夠在短短幾十年時間內迅猛
發展。

回望內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的
篳路藍縷，從自力更生突破封鎖，到改
革開放為民眾謀福祉，特別是中共十八
大以來，在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
導下，加快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持續
調整、優化經濟結構，推動生態文明建
設和綠色發展，懲貪肅腐，掃黑除惡，

致力脫貧攻堅，國防和軍隊持續現代
化，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凡此種
種，一個重要的基石就是堅持和完善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歷史用事實告知
世人，惟其堅持這一優良制度，方能實
現國力強大和民族復興，其制度優越性
彰顯明甚。

面對香港同胞對內地制度的陌生、不
理解，應該幫助廣大香港同胞逐步走出
港英政府單一管制模式造成的單向社會
認識，切實體會到「適合的制度才是最
好的制度」這一樸素的道理。鑒此，建
議藉由多種方式，令到廣大港人逐步認
識、體悟內地制度的優越性，觸發港人
的國家、民族的認同感，進而擁護內地
制度，為香港持續繁榮發展奠定堅實基
礎。

多數港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國家
國力增強和國際地位提升的艱辛歷程，
以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與優越制度所
發揮的關鍵作用知之甚少，應該開闢多
種展示形式和途徑，將此艱辛歷程充分
展示宣傳，並充分闡釋成效與制度的密
切相關性，從而令廣大港人不斷加深對
制度優越性的理解和擁護。加快發展大

灣區的建設，把香港融入
整個國家發展的大局，通
過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先行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戰略，
讓香港的居民尤其是香港的青年人在獲
得更多發展機會的同時參與到大灣區繁
榮建設中去。

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局勢日趨
平穩、社會整體治安狀況大為好轉，
這一點香港700萬民眾是有目共睹的。
香港應進行更多的內地社會制度優越
性的宣傳，這種宣傳應大大方方地走
進工商團體、專業人士團體，走進社
區、學校，用實際發展例子，如脫貧
攻堅、抗擊疫情等成功例子，去詳細
宣講國家社會制度優越性的治理特
色、制度亮點等，讓更多的香港民
眾，特別是香港青年一代，有機會近
距離地了解內地社會制度，有效消除
誤解，減少抵觸，增進了解，讓彼此
走得更近。相信這對香港的治理和施
政將會大有幫助，對於香港的長治久
安和繁榮發展也會產生極大的促進作
用，對於香港人的人心回歸會有巨大
的感召力。

香港宣傳內地制度優越性必要迫切
蔡毅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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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德聰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全國人大審議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草案），旨在堵塞香港目前選舉制度的漏
洞。改革後的選委會，除了繼續承擔選舉產生
行政長官的職能外，還被賦予了選舉產生較大
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和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的兩大職能。其中選出立法會議員
的職能在回歸之初選委會也承擔過，但後來被取消，而參與
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則是全新的職能，這尤其值得關
注。

香港現行的選舉制度機制存在明顯的漏洞和缺陷，為反中
亂港勢力奪取香港管治權提供了可乘之機。一是漏洞缺陷被
攬炒派利用成亂港奪權的武器，攬炒派明目張膽舉行違法
「初選」，目的就是奪權以推翻特區政府；二是現行選舉制
度漏洞缺陷讓「港獨」激進勢力當選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員，
嚴重干擾政府施政；三是外國勢力插手香港事務，企圖干預
中國內政。

今次由中央主導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有充分的憲法
和法律依據。香港的選舉制度屬於中央事權，並不是香港高
度自治的範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2條第14
項，全國人大有權決定特別行政區的設立及其制度。由中央
出手堵塞漏洞，是守住「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
局」的底線，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必要之舉。

總而言之，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建立符合香港實際
的、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制度，為落實「愛國者治港」起
到決定性的憲制保障作用。它將從根本上剎住香港近年來愈
演愈烈的歪風，確保香港政治生活回到正軌，為「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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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李妮 MH 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執行會長兼秘書長

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從法理和
制度上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到實
處。作為一名香港年輕人，我在感恩中央
再次力挽狂瀾、助力香港走上由亂及治正
軌的同時，也覺得肩頭的擔子又重了、肩
負的使命更光榮了。

愛國者管治原則放之四海而皆準
愛國是從政者、管治者的最基本要

求。就算是西方所謂民主自由多元的國
家，在愛國這個問題上從不含糊，愛國
主義滲透到從入籍宣誓、公民教育、任
職聽證到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面，其法律
更對公職人員的政治效忠有極為嚴格的
要求。

遺憾的是，回歸20多年來，「愛國者
治港」原則在香港卻一直未有落到實
處，反中亂港勢力熱衷於鼓吹西方的民
主自由，卻選擇性無視愛國這個最基本
的內在要素。這些政客扭曲「一國兩制」
原意、利用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興風作
浪。很明顯，他們參選不是為了香港
好，更不是為本港市民謀福祉，而是為
了「逢中必反」，為了爭奪香港管治
權，甚至不擇手段勾結外國勢力，癱瘓
議會、攬炒香港。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就是要避免
這些害群之馬染指特區管治權，保證
「愛國者」進入特區政府、立法會等不
同的政治管治平台，這才是落實「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最基本的前提和
基礎。

「愛國」與「愛港」統一整體不能割裂
內地是我們的根，香港是我們的家。

沒有根何以為家？唯有根深才能家寧，
唯有根固方能家安。祖國一直是香港最
堅強的後盾，保持香港長治久安符合國
家期望及750萬港人福祉。回歸20多年
來，沒有人比國家更希望香港保持繁榮
穩定。過去一年，為幫助香港抗擊疫情
恢復經濟，中央數度出手，從保障香港
物資供應、協助開展大規模核酸檢測，
到援建社區治療設施和臨時醫院，供港
國產疫苗……因此，對每一個香港人來
說，愛國愛港根本是一體。那些將兩者
割裂開來，自詡「愛港不愛國」的人，
絕非愛國者之列，自然就無資格成為特
區管治力量的一員了。

香港背靠祖國 青年大有作為
香港重回正軌後，發展就是第一要

務。今年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開
局之年，中國邁向民族復興的列車正
在加速前進。面對這樣的大時代、大
機遇，背靠祖國的香港有着無盡的發
展空間。香港的青年一代只要胸懷愛
國之心，有理想、有擔當，就能在這
片廣闊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天地。香
港年輕人，只有勇做走在時代前面的

創新者、奮進者、開拓者、奉獻者，
才能使自己成為祖國和香港建設的有
用之才、棟樑之材。

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創新是青年永
恒的動力，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國家和民
族的事業中，才能最終成就一番事業。」
當前，已經進入全面推進實施階段的粵港
澳大灣區建设，就是香港青年尋求自身發
展、實現事業進步、體現人生價值的最佳
機遇與平台。

香港有國際認可的營商環境和法律體
系，又有最先進發達的金融資本市場，再
加上高等教育、科技研發基礎，在打造科
創中心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同時，
深圳、廣州這些大灣區中心城市，擁有一
流的城市硬件和大批的有為青年。香港青
年一方面要充分發揮香港優勢，另一方面
更應該以謙虛的態度，與內地同齡人取長
補短、相互學習，相信一定可以迸發出很
多創新創業的好點子，更可以在緊抓歷史
機遇、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成就自己的
人生和夢想。

雖然近年來香港遭遇修例風波、新冠
疫情等衝擊，經濟和社會民生都出現了
一些問題，但在「一國兩制」偉大構想
的制度保障下，在「愛國者治港」原則
的貫徹落實下，在香港國安法的保駕護
航下，在全體愛國愛港青年人傳承接續
下，相信東方明珠香港一定會繼續綻放
璀璨光芒！

落實「愛國者治港」青年大有可為
謝承潤 香港青年政協聯會常務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