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責任編輯：吳國寅 2021年2月28日 星期日青年

完善制度 確保愛國者治港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強調，堅持 「愛
國者治港」 是推進 「一國兩制」 事業的
時代呼喚。夏寶龍的講話體現了中央對
港工作大政方針的基本判斷和戰略決
策，包含着要堅持並完善 「一國兩制」
的全域性和原則性，以及新形勢下對港
工作的主要目標。

當全城熱烈討論、認同夏寶龍講話
的同時，較少人考慮到 「愛國者治港」
如何行之有效？或許對於這個問題的最
佳答案就是香港未來的發展。

首先，要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
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 「愛國者治

港」 。這是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連線
方式聽取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20年度
述職時提出的重要論述，是在香港回歸
以來2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總結出來的，
是在多年來的 「一國兩制」 實踐中持續
探索出來的，是在近年香港社會的沉痛
教訓中深刻總結出來的，具有深厚的歷
史和現實意義。

須大量任用胸懷家國的人
其次， 「愛國者治港」 實際上是愛

國主義精神的現實演繹。嚴格意義上
說，愛國主義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
的、歷史的，是凝心聚力的強國之魂、

興國之魂，是以團結為核心的民族精
神，蘊含着與時俱進、自強不息的時代
基因。 「愛國者治港」 為愛國主義注入
了嶄新的時代內涵，是實踐 「一國兩
制」 的強大動力。

近年的香港社會撕裂和紛爭造成的
重創已牢牢銘刻在港人的心中，也讓香
港曾有所迷失，而 「愛國者治港」 可以
說是一盞明燈，點明了香港未來的發展
方向，那就是在國家的支持下，愛國愛
港人士團結一致，為香港的繁榮穩定而
不懈奮鬥。正確的方向是決定因素，實
幹是關鍵因素。有了方向才能讓目標更
明確，讓執行更高效，讓努力更有價
值。因此實現 「愛國者治港」 必須強調
實幹、反對空談、注重落實。堅持實幹
興邦，才能承前啟後，繼往開來，讓香
港走的更快，更穩，更遠。

此外，全面落實講話精神的多個維
度，其核心要義是必須牢牢把握 「一國
兩制」 方針，堅持 「愛國者治港」 的基
本原則，推進 「愛國者治港」 的正確方
向和前進勢頭。

筆者認為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

港」 ，一是要在尊重中央主導權的前提
下，凝聚共識，增強政治互信，推進對
話協商，團結愛國力量。二是要在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的前提下，嚴格依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加強各領域的制度化建
設。三是要正如講話中明確指出的：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架構中，身處

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

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
者。」

只有大比率的任用胸懷家國、勇於
擔當的人士，才能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從而夯實香港的政治、經濟、文
化、社會基礎，使 「愛國者治港」 成為
不可逆轉的趨勢，推動 「一國兩制」 實
踐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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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 原則近日成為城中熱話，因為它是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的不二法門。如何
使 「愛國者治港」 行之有效更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認為，
只有大量任用胸懷家國、勇於擔當的人，才能落實 「愛國者治
港」 原則，從而夯實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

就是敢言副主席 許小哲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強調， 「愛國者治港」 是 「一國兩
制」 方針的核心要義。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
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指出 「愛國者
治港」 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核心
要義，是實行 「港人治港」 的最低
標準。

正如夏寶龍所說，這些都是
「老調重彈」 ，因為鄧小平早在香
港回歸前就說過 「港人治港」 ，這
個治港的港人最低要求就是起碼要
有愛國之心，所以界定的標準非常
寬泛。在不反對一個中國的前提
下，為了體現 「兩制」 ，尊重言論
自由，中央沒有計較過香港那些公
開和非公開的反共言論，這體現了
中國共產黨廣闊的政治胸襟。但
為什麼現在又要 「老調重彈」
呢？因為形勢起了變化，所以不
光要 「老調重彈」 ，更是提出了
詳細標準。

眾所周知，香港的形勢起了
變化。一些香港反中亂港分子勾結
外來勢力，發動非法 「佔中」 、黑
暴、要挾 「攬炒香港」 ，妄圖裹挾
「民意」 脅迫中央，又公然乞求外

國政府制裁中國、干預香港事務。
更有甚者，利用選舉制度漏洞把持
區議會後，大搞非法 「初選」 ，妄
圖操縱立法會選舉達到奪權目的，
破壞憲制秩序，妄想特區可脫離中
央全面管治。

部分香港回歸之後出生的青
少年，誤以為自己現時享有的民主
自由是港英政府給予他們。殊不知
香港現在的一些制度本來就是港英
政府在香港回歸前刻意埋下的地
雷。要知道以前在港英管治時期，
曾幾何時有給過香港市民的真正民
主和自由？是香港回歸以後，中央
為了因為要貫徹實踐 「一國兩
制」 ，所以採取了理解和包容的態
度。

但當反中亂港分子給香港帶
來破壞、動盪，危害到國家安全的
形勢下，為了堅定不移地讓 「一國
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就必須要始
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 。而要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其中最關
鍵、最急迫的就是完善相關制度，
特別是抓緊完善選舉制度，而完善

選舉制度就必須要在中央主導下才
能進行。在中央主導下進行，就是
「一國」 的體現。

我們都知道世界總是在不斷
更新變化的，沒有什麼東西是千年
不變的。如果不跟上變化，那還怎
麼能與時俱進呢？更不要說攬炒派
故意曲解 「一國兩制」 ，故意將
「兩制」 凌駕於 「一國」 之上。所
以在新的時勢下，就更要提出新的
標準要求，以前是不要求，不代表
一輩子沒有要求。

在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的同時，更要發動 「愛國者護
港」 。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素有愛國
愛港的傳統。誰都不希望把自己住
得安全舒適的家園砸一個稀巴爛。
誰都希望香港穩定繁榮，人人過上
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在 「愛國者
治港」 這一大是大非的問題上要正
本清源，全面落實，更要發動更多
的 「愛國者護港」 ，絕對不允許破
壞者染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從
而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促進香港
與祖國共同發展。

筆者在香港土生土長，見證了回歸後香
港的發展，或許部分市民仍對 「一國兩制」
存有疑問，但 「一國兩制」 是開創性的事
業，實踐過程總會遇到非預測的情況及新的
挑戰，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不忘初心，落
實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國兩制」 必定可以
穩健地走下去，甚至走得更好！

筆者非常認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講解 「愛國者治港」
對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重要性，也深信
貫徹 「愛國者治港」 核心原則。上世紀八十
年代鄧小平已表明 「港人治港」 有一個界線
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
來治理香港。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更指出，
「要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必須

堅持 『愛國者治港』 。」
回歸近二十四年來，香港人經歷了風風

雨雨，也承受了沒有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
則的選舉後果。2019年的區議會換屆選
舉，受當時高度政治化的氛圍影響，建制派
在選舉僅取得85個議席，攬炒派則拿下393
席，徹底改變了區議會運作。

本會最近做了一個 「市民眼中的區議
會」 民調，逾七成受訪市民都不滿意現屆區
議會議員的表現，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區議

會未能發揮它的作用及完成應承擔的工作。
接近九成受訪者認同區議員亦應宣誓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反映出民眾要求治港
者是愛國者屬必然及必要的條件。

香港這些年出現很多令人費解的事情。
很多對香港沒有任何積極貢獻、僅僅靠打着
反政府、 「港獨」 旗幟的人就能當選；有些
參選人揚言一旦當選，將通過否決議案癱瘓
特區政府運作以達到目的；亦有一些區議員
拒絕服務不同政見的市民，完全是喪失了最
基本的政治倫理。

他們根本不接受國家和香港特區憲制秩
序、不接受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他們當
上議員，其目的是要推翻特區的憲制秩序，
從來沒有想過為香港好。這也說明香港目前
的選舉機制有不完善的地方，有很大安全隱
患，我們需要認清問題、與時並進，大力完
善現時的選舉制度，以更好體現 「愛國者治
港」 這根本原則，保障 「一國兩制」 行穩致
遠。

筆者希望，所有香港人對 「一國兩制」
加點信心，只要我們不忘初心，遇到問題，
就尋求解決方法，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
信國家，香港定能為 「一國兩制」 演繹完美
的示範。

財政司司長日前發表最新一
份財政預算案，香港經濟受全球疫
情困擾，市民在這個艱難的時候均
渴望得到及時雨，以解經營業務困
難和衣食住行的生活基本需求。預
算案以預留一千二百億元的逆周期
措施作為 「穩經濟、紓民困」 的支
持。

保經濟才可以確保市民生
活，而安居樂業在近年都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政府積極推出過渡性房
屋去讓已申請公屋的居民入住，以
較市場價格低的租金使租戶能夠減
低住屋開支。

這次預算案令市民欣喜的是
除了是政府有深入研究過渡性房屋
用地外，還積極推進在五年內興建
超過十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有望讓
長期輪候公共房屋的市民能早日
「上樓」 獲得安樂窩。

一個施政為民的政府，其施
政的長遠眼光和籌備工作不一定即
時可以讓市民大眾看到，是次的財
政預算案規劃了短期興建房屋，即
使成果不會在現屆政府內完成，然
而這才是市民需求的政府管理系
統。

香港具備相對完善的社會福
利制度，穩定的社會福利資源有助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長遠穩定地提供
適切的社會服務。預算案中包含了
一些短期措施，借助注資11億元
「獎券基金」 為特定的社會福利服
務提供資金使項目能如期推行。可
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和社會嚴重
分化，加上疫情對社會和經濟的衝
擊，使市民的生活模式改變，同時
令社會福利需求大增。例如，有不
少社會服務在疫情下被迫暫停，學
校只能推行網課也增加了家庭生活
開支，間接產生了一些家庭摩擦，
這情況始終未有政府投入資源和關

注。
筆者建議政府未來能推出一

些創新社會服務的先導計劃資助項
目，讓不同領域的社會服務機構可
以因應不同族群和需求，設計合乎
需求的社會服務。

收支平衡是經濟環境欠佳的
祝願，在是次預算案中估算政府有
赤字超過2500億元，政府必需重
新思考是否需要拓闊稅基，或加強
多元化產業的發展以增加稅項的收
入。筆者期望政府未來能保證惠民
的政策能持續推行，讓市民能夠得
到生活的保障，扶持企業有機發
展。

「一國兩制」 在人類政治制度設計上是
史無前例，具有開創性。自香港回歸實施以
來，有出現制度構思提出者預示的情況，也
有在實踐過程中碰到的新問題，須逐步完
善。

如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列明： 「香港特別
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
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可是回歸接
近二十四年來，特區仍未完成二十三條的本
地立法工作，前年的黑暴也是看準特區保障
國安的漏洞而爆發，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和
「一國兩制」 實踐。因此中央主動出招堵塞
漏洞，制定並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扭轉香
港動盪局面，維持社會長期穩定令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

同樣，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的
核心要義是 「愛國者治港」 。基本法也訂明
包括立法會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須宣誓擁
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中央對攬炒派採
取包容態度，可是攬炒派卻無視中央的善
意，相反更變本加厲、越走越極端，由
2014年的非法「佔中」、2016年的旺角暴亂
和立法會宣誓風波，再到2019年的 「修例

風波」 ，再到去年妄圖透過非法 「初選」 奪
取立法會控制權，以癱瘓政府施政和奪取特
區管治權。同時，作為地區諮詢組織的區議
會，在攬炒派的把持下，成為反國安法、抹
黑中央和特區政府、支持奪權行動的平台。
攬炒派區議員的表現很難令人相信他們是愛
國者，也使中央決心革新香港的選舉制度。

「愛國者治港」 實是 「老調新彈」 ，的
而且確過去一段時間貫徹得不夠好。立法會
選舉候選人要簽署確認書，當選後亦要宣
誓，內容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要求，部分 「港
獨」 「自決」 分子為了 「糧支」 ，違心簽署
確認書博取 「入閘」 機會，而選舉主任亦依
據參選人過往個人言行及網上言論，判斷對
方是否符合參選資格，但畢竟DQ參選人只
屬少數例子，令部分攬炒派還是能渾水摸魚
進入議會，甚至做出勾結外國勢力、乞求外
國 「制裁」 國家和特區的行為。

最後還是依靠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香港立
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的決定，方能將攬炒
派逐出立法會。

現時中央已明確愛國者定義，使之為特
區各項選舉的必要準則。要貫徹好 「愛國者
治港」 原則，除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法
例刑責要求，及建立好一套更完備的候選人
資格審查機制，這樣才可以防範選舉和各級
議會淪為顛覆政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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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敢言計劃成員 吳建東

愛國者不止治港還要護港
香港菁英會主席 曾鳳珠

堅定信心 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註冊社工、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梁秉堅

預算案做到惠民紓困
香港菁英會理事 莫健榮

建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