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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

在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 一些反中乱港
分子和境外反华势力肆意妄言 、
大放厥词。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
人。 这些人的歪理邪说和叫嚣污
蔑， 恰恰说明他们就是国家的祸
害、香港的乱源，说明中央的果断
之举打到了他们的七寸， 也进一
步证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及

时且必要。
“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制”

的题中之义。 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 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港
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
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

理香港。 回归以来，作为一项根本
原则，“爱国者治港” 始终包含在
“一国两制”方针内，一以贯之，从
未有变。 那些试图把 “爱国者治
港”和“一国两制”分割开来、对立
起来的荒谬言论， 要么是无视事
实，要么是心怀鬼胎，完全不值一
驳。

必须指出的是，近年来，反中
乱港分子之所以能坐大成势 ，一
个直接原因就是“爱国者治港”尚
未在特区管治中全面、充分、彻底
落实。 一些“黑暴”“揽炒”“港独”
分子钻了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 ，
混进特区立法会和区议会， 把严

肃的议会殿堂变成政治“秀场”，把
为社区和基层服务的公共机构变

成实现其政治图谋的工具。事实证
明，香港现行选举制度存在明显漏
洞和缺陷，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予以
弥补和完善，全面体现以爱国者为
主体的“港人治港”这一原则。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外国
的租界。 中央政府决不会对“一国
两制”变形走样坐视不管，中国人
民决不会任由“颜色革命”在香港
上演。 完善选举制度，堵塞制度漏
洞，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是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的必要之举 。
“爱国者治港”天经地义，是基本的
政治伦理，符合国际惯例。 一些外
国反华势力揣着明白装糊涂，对此
大加攻击抹黑， 说到底无非是以
“民主”之名行“反中乱港”之实，何
曾将香港 700 多万居民的民生福
祉放在眼里。

“爱之切，则为之计深远”。 经
历过“修例风波”和新冠肺炎疫情
的冲击，香港同胞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加深切感受到，谁才是真心爱
护香港， 谁才是一心为了香港；也
更加深切体认到，香港管治权必须
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的极端重

要性。 几天来，香港各界以各种方
式力挺完善特区选举制度、 落实
“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社会的民
心所向，让世人一目了然。

据新华社报道

确保香港的稳定繁荣是今
年全国两会的热门话题。全国政
协副主席、香港特区前任行政长
官梁振英 7 日就此在北京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爱国者治理是国际惯例，
天经地义，对全世界的任何国家
都一样。为何这些国家不讨论这
个问题？因为这从来都是他们一
以贯之的做法。”梁振英说。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正在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为何要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梁振英指
出，主要是香港现有的选举制度
有漏洞，过去两年发生的很多具
体事例就是证明。

比如，现有选举制度产生一
些危害国家利益、危害香港利益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立法会议员
和区议会议员；一些人打着立法
会议员旗号到美国去，要求美国
政府“制裁”香港；有些立法会议
员有很多不符合基本法的行为，
完全与其工作要求和职责不符，
严重影响特区政府施政，损害市
民福祉。“所以，要完善制度，保证
管治权掌握在爱国者手中，香港
才能长治久安。”他说。
“我相信，选举制度完善后，

就可以把那些不爱国的人排除
在特区管治架构之外。”梁振英
认为，在“爱国者治港”的前提
下，香港还会有不同意见，可以
批评特区政府的政策，可以反对
一些议案，但不能如“揽炒派”
那样搞 “揽炒香港”“35+ 计
划”，无差别否决特区政府财政
预算案，瘫痪整个特区政府。
“香港整个政治体制设计，

包括选举制度，都是全国人大在

制定基本法的时候规定的。”梁
振英说，香港特区政治体制和相
关选举制度本来就是由中央设
计和全国人大制定，现行选举制
度出了些偏差，由全国人大修
改，完全是正当合法。

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草案）》，梁振英表示
赞同，香港的经济结构、民生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由于现有
选举制度存在漏洞而造成的问
题，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完
善选举制度来解决。

梁振英认为，要让香港市民
明白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
原因、必要性和迫切性，做好说
明工作非常重要。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中，

以较大篇幅阐述中央支持香港发

展的政策措施，并提出支持港澳
巩固提升竞争优势，更好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梁振英认为，这充分
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重视。对香
港而言，机遇非常广阔；同时，香
港优势可以在未来五年甚至更长
时间里，为国家作出贡献。

展望未来，梁振英认为，全
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
针，这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创
造更美好未来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其次，香港要充分了解并抓
住未来五年国家实施“十四五”
规划带来的机遇。另外，在企业、
个人层面，也应该抓住内地广阔
发展机遇。
“我很有信心，很乐观。”梁

振英对香港未来满怀希望，“香港
国安法已实施，完善选举制度后，
香港就能拥有正常、平稳的发展
环境。香港各界人士可以更好地
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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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

娥 8 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由全国
人大作出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然后授权全国人大常
委会根据该决定修改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这个 “决
定+修法”的方式是及时和必要
的，而且合法、合宪。

林郑月娥表示， 特区政府
将从三个方面开展配合工作 。
一是全面推展有关解说的工

作。 二是本地选举法例的修订，
会由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

局和律政司专职人员负责。 三
是经过本地选举法律修订 ，全
面准确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修

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有关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

产生办法。 之后，特区政府须妥
善安排未来 12 个月的多场选
举，特区政府会全力以赴，完成
使命。

林郑月娥表示，非常尊重中
央在这件事上的主导权和决定

权。 她强调，目前迫切要做的是
先堵塞漏洞，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让选举制度回到“一国两
制”的初心、轨道和框架。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8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
在审议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决定。连日来，港区代
表委员持续发声表示全力支持，
并认为中央完善特区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将有利
于结束香港长期以来的政治乱
象，为香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创
造更多机遇和空间。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工

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香港良政
善治需要完善选举制度，保障
“爱国者治港”原则准确贯彻落
实。这一原则是维护国家安全、抵
御外来干预的强力“疫苗”。“我
们为香港终于可以扫除政治乱
象，聚焦民生经济，全力以赴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而欣慰、振奋。”
“‘爱国者治港’不是新要

求，而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安
排。小至一个家庭、一间企业，大
至一个国家，都需要由忠诚的人
来管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颜
宝铃表示。
港区全国政协常委许荣茂表

示，“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
制”方针的核心要义，也是香港
融入祖国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
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行得稳、走得远，当前
最关键的是要完善各项制度，尤
其是选举制度。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
说，一些反中乱港分子利用选举
制度漏洞进入特区管治架构后，
不仅不以民生福祉为念，反而大

搞“政治秀”，宣扬“港独”，严重
威胁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安全。
相信选举制度完善后，香港的民
生和发展将迎来更多机遇和空
间。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黄楚标

说，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营
商环境，才能维护香港国际金融、
航运、贸易中心地位。中央完善香
港选举制度具有必要性、正当性、
合法性，将为香港保持长期繁荣
稳定创造良好制度环境。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

团副董事长孟丽红表示，只有全
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不断
完善相关制度，加强选贤任能，清
除沉疴积弊，稳人心、止纷争、破
困局，香港才能真正重新出发，拥
有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

晨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上海代表团昨天上午举行
小组会议，审议全国人大组织法
修正草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
正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
决定草案。市委书记李强代表，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代
表，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代表，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代表团
团长蒋卓庆代表参加审议。

李强说，完全赞成决定草案。
从国家层面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有关选举制度，是中央推进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的
又一重大战略部署，十分重要和
必要。“爱国者治港”是“一国两
制”方针的应有之义，是事关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事关香港
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必须
得到坚决、全面的贯彻执行。决定
草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
体系，充分考虑了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有关选举制度的现实需要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
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法治基
础，将确保实现以爱国者为主体
的“港人治港”，有力保障香港长
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我们要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进
一步推动上海与香港在经贸、金
融、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共同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积
极贡献。

龚正说，决定草案充分体现
了中央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
致远、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
坚定意志，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有利于维护香港

的整体利益和广大香港同胞的根
本福祉。我们将继续全面贯彻中央
决策部署，不断深化与香港的务实
合作，相信随着香港政治生态的扭
转和改善，香港一定会迎来更加美
好的明天。
蒋卓庆说，从国家层面推进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是
破解香港困局、实现长治久安的必
要之举，是落实“爱国者治港”要
求的正当之举，是坚持依法治港的
关键之举，有利于确保“一国两
制”实践行稳致远，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我们完全赞成、坚决拥
护。

代表们在审议时一致赞成和
拥护决定草案。大家表示，决定草
案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坚
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采取必要措施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和
依法治港需要，有利于为“爱国者
治港”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确保
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在审议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正
草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修正草案
时，代表们表示，修改全国人大组
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是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全国人大政治
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坚持全过程民
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制
度保障，是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客
观要求，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沈春耀、殷一璀、刘学新参加
审议。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中央出手正当合法

“十四五”规划为香港带来机遇

特区政府将从三个方面
配合中央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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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乱象、改善民生、发展经济
———港区代表委员持续发声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上海代表团举行小组会议审议相关草案

共同为国家发展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落实“爱国者治港”才能守护“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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