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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就「愛國者治港」作全面深入
的闡述，提出了三項客觀標準、擔
負管治責任者的四點要求、以及完
善「愛國者治港」制度安排的五項
原則，為落實中央對港一以貫之的
「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清晰的行
動指南，也為香港「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回歸
以來，經歷多次風波，充分顯示把
「愛國者治港」要求和原則落到實
處刻不容緩，必須完善監督機制，
確保公職人員從思想到行動都真誠
愛國，才能保障「一國兩制」落實
不變形、不走樣，切實維護香港繁
榮穩定、安居樂業。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
的初心所在，是落實憲法和基本法
規定的香港憲制秩序的核心要義，
也是完善基本法實施制度和機制的
現實目標。近年香港出現修例風波
等亂象，歸根到底是有部分人、尤
其是一些進入管治架構的從政者，
思想上沒有正確理解、行動更不尊
重香港回歸後的憲制秩序，一些政
客利用各種選舉、建制架構煽暴縱
暴，明目張膽鼓吹、包庇「港獨」
「自決」思潮，嚴重危害國家安
全、損害香港繁榮穩定。

夏主任為「愛國者治港」定下三
大標準，第一是愛國者必然真心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
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活動，這
是對愛國者最低標準，攻擊中央、
公開宣揚「港獨」主張、乞求外國
對華對港制裁施壓等，無疑不是愛

國者；第二是尊重和
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
和特區憲制秩序，不
能損害中國共產黨領
導的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是全力維護香港
的繁榮穩定，強調「攬炒派」不在
愛國者之列。

他還指出，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愛國者治
港」必須落實在制度上。這些要求
和制度安排，正是為落實「愛國者
治港」立規矩、劃紅線、作指引，
以杜絕反中亂港亂象重演。

作為香港的公職人員，愛國是基本
要求、天經地義。目前，公務員陸續
接獲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及效忠聲明
書，區議員也將納入宣誓範圍。值得
關注的是，公務員、區議員等公職人
員是否因為簽署聲明、依例宣誓後，
就自然成為忠誠的愛國者？簽署聲
明、依例宣誓只是形式上的效忠。根
據中央的要求，為國家和香港的根本
利益出發，政府必須建立完備的機
制，保證在建制架構內的公職人員，
從思想到行動都真誠愛國，有說一
套、做一套者，必須堅決排除出管治
隊伍行列。

只有通過切實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落實「愛國者治港」，中央對香港
全面管治權才能得到有效落實，憲
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才能得
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才能
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實現長治
久安，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作出應有的貢獻。

新冠肺炎疫情未
結束，本港最新一
期失業率數字上升

至7%，創17年新高，逼近沙士高
位，逾25萬人無工做，情況相當嚴
重。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更預
期，新冠病毒長時間影響全球，終點
仍未在望，香港是否能在三年內看見
失業率低於5% ，絕對難以樂觀。

協助失業者渡過難關，政府當然是
最大的責任者，必須加大支援力度。
新民黨早前便曾向政府提出，為失業
失人士提供6個月有時限的失業救
濟，若目標為25萬失業人士，每人每
月獲6,000元支援，維持6個月，開支
約82億元。有關支援計劃的申請程序
需要盡量簡單，不要太多冗長的入息
審查等，盡快將「救命錢」送達失業
人士手中解燃眉之急。政府亦同時透
過加快開展各類工程，及有利民生的
新項目，例如環境潔淨、樹木管理、
舊樓維修等便在勞工市場能創造更多
職位，紓緩目前高企不下的失業情
況。

除此之外，本港高度商業化社
會，企業作為人力市場的最大主
體，增加就業機會、紓緩失業問
題，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商界
由於有完全自主決策權力，運作效
率更快，由大企業出手增加就業機
會，更顯迫切及重要。

慶幸本港有個別大企業在經濟低迷
的情況下，逆市大幅招聘人手，例如

新世界早前宣布將於
3月中舉辦疫情期間
首個私人企業大型招
聘會，增聘近千個職
位。相關招聘職位當
中很多是因應疫後新
常態而增設的工種，以及面向年輕人
的職位，如數碼媒體推廣、口罩研
發、企業社會責任策略師、卓越服務
大使等，而不同職位的月薪由2萬至
10萬元，從基層到高層，真正照顧社
會不同階層的失業人士。新世界發展
執行副主席兼行政總裁鄭志剛向媒體
表示，此舉為失業市民帶來希望，以
及起到帶頭作用，集合商界力量，為
香港打支強心針。

現時市場可供招聘的人才較多，
企業更易找到適合自己的人才，為
疫後快速發展未雨綢繆。鄭志剛所
領導的新世界帶頭增聘職位，無疑
是有遠見及建設性的做法。

隨着疫苗面世並陸續抵港，可以預
視香港以至全球疫情有望得以紓緩。
然而正如專家所言，若要達至群體
免疫，仍有漫漫長路，若政府、企
業及市民此時放鬆心情，誤以為經
濟狀況會自行復元，那或太天真及
幼稚了。在這艱難時刻，官、商、
民三方更應抖擻精神，多動腦筋，
加強三方面合作，由政府制訂措
施，企業帶頭增聘人手，市民則配合
政策，懷着決心，三方合作，方能戰
勝疫情，齊心走出經濟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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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莉 九龍社團聯會常務副理事長

對特區掌握重要權力的人有更高要求
國務院港澳辦夏寶龍主任指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的管治權必須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本

是一條基本的政治倫理，天經地義」。「堅持『愛國者治

港』，這不是高標準，而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

港』的最低標準。」夏主任同時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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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國標準上，對他們

應該有更高的要求」。目前在特區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

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中，在愛國標準方面應該有

更高的要求，有待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和提升自己。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夏主任對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提出四點具體要
求：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二是堅
持原則、敢於擔當；三是胸懷「國之大者」；四是
精誠團結。

須勇敢站出來堅決鬥爭匡扶正義
第一，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無論遇到什麽困
難和挑戰，都要始終堅定「一國兩制」制度自信不
動搖，都要始終站在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
的立場上。無可諱言，在遇到黑暴攬炒的困難和挑
戰時，有人退縮迴避，有人出現一些綏靖主義的言
行，曲意向反中亂港勢力謀求妥協，以至於暴亂肆
虐香港逾一年。吸取教訓，始終堅定「一國兩

制」制度自信不動搖，應該成為肩負重要管治責任
的人之座右銘。
第二，2019年的黑暴攬炒，攬炒派之所以肆無忌

憚，瘋狂暴戾，愛國愛港聲音被鉗制，很多市民敢
怒不敢言，重要原因之一，是有部分掌握特區管治
權的人沒有勇敢站出來，站在最前列，同那些挑戰
和破壞「一國兩制」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導致黃
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局面。吸取教訓，在涉及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
原則問題上，掌握特區管治權的人必須勇敢站出
來，弘揚正氣、激濁揚清、匡扶正義。
第三，是胸懷「國之大者」。古人說：「不謀萬

世者，不足謀一時； 不謀全域者，不足謀一

域。」意為定謀決策者要有戰略眼光，沒有歷史的
觀點、長遠的目標，就不能策劃好眼前的問題；沒
有全盤的考慮，就不能策劃好局部的問題。香港命
運從來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肩負特區
重要管治責任的人，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
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局，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
港的事情，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精誠團結形成強大力量和聲勢
第四，是精誠團結，愛國者需「心往一處想、勁往

一處使」，緊密團結起來，把全社會的正能量激發出
來，從而形成「愛國者治港」的強大力量和聲勢。
以四點要求衡量，不難發現，目前在特區身處重

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
中，在愛國標準方面應該有更高的要求，有待更加
嚴格要求自己和提升自己。
事實上，從回歸前鄧小平提出「『港人治港』是

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治理香港」，到香港回
歸二十周年時習近平主席強調「愛國者治港」，中
央對港政策一脈相承，夏主任的講話是對有關原則
的再次闡述。
四點具體要求，是中央對香港特區管治者從個人
政治素養、政治風骨、發展格局、團隊合作等方面
提出的明確要求和行動指引，也是寄望香港管治者
切實擔負起責任使命，激發全社會的正能量，形成
「愛國者治港」的強大力量。

全國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清楚闡明「愛國
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必須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以達至真正的「愛國者治港」。筆者對此十分認
同，並促請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完善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在
今明兩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選舉委員會選舉及特首選舉等
三場重要選舉中，確保能由愛國者當選，斷絕反中亂港分子
藉參選奪取香港管治權的妄想。
夏寶龍主任在講話中表示，香港特區作為中國其中一部分，
香港特區的政權當然要掌握在愛國者手中，這才能確保「一國
兩制」方針得以全面準確貫徹，香港社會保持繁榮穩定。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勢在必行
回看過去幾年的香港亂象，不論是2012 年國教風波、

2014 年違法「佔中」，還是2019年的反修例黑暴風波，我們
均能清楚看見搞事的人均是所謂的反對派、「港獨」激進勢
力，而且他們的行動更是愈演愈烈，明目張膽地破壞香港憲
制秩序，意圖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之地。倘香港由這些人管
治，「一國兩制」事業還能繼續走下去嗎？香港社會是否仍
能安居樂業？
夏寶龍主任並說，「環顧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競選
公職的人都要努力通過各種方式展示自己的愛國之心，都是
比誰更愛國。唯獨在香港，竟然有人把對自己祖國的反叛作
為政治資本來炫耀，甚至以反對國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
化自己的民族為競選口號，在宣誓就職時極盡醜陋的政治表
演，真是咄咄怪事！」這番說話正正凸顯了香港反對派、
「港獨」激進勢力根本不是愛國者，但香港議會卻仍有這些

人參與其中，造成香港陷於動盪、內耗。
因此，夏寶龍主任明確指出，「愛國者治
港」這一大是大非問題必須要正本清源，目前
的當務之急是在中央的主導下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筆者
對此十分認同，我們應把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
者」手中，需盡快堵塞香港民主和選舉制度中存在的漏洞，
相信改革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將是勢在必行。

確保建制架構皆由愛國者掌握
2019年區議會選舉，結果議席由大量亂港分子取得，正正

反映了香港選舉制度存有嚴重缺陷。回看過去一年的區議會
工作，不難看到他們這些所謂反對派區議員挾持議會，將政
治凌駕民生，漠視區內發展需要，令區議會淪為他們政治宣
傳的平台。
因此，香港選舉再不能是「中門大開」，任由反中亂港分

子、「港獨」「自決」分子「自出自入」，成為外部勢力聯
同反中亂港分子操縱香港政治的重要途徑，必須盡快堵塞體
制機制的漏洞，確保所有建制架構成員均符合「愛國者治
港」原則，避免境外勢力及黑暴分子乘虛而入，已成為一個
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
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完善香港目前的選舉制度，斷絕反中亂

港分子藉參選奪管治權的妄想，必須把「愛國者治港」落實
在制度上，必須把一切「攬炒派」清除出治港機構，確保香
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構的組成人員以及重要法定機構
的負責人等，都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香港社會保持繁榮穩定。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斷絕「攬炒派」奪權妄想
葉順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婦聯主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
寶龍22號在全國港澳研究會研討會上指

出，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而落實這個原則，要多措並舉，最關鍵
及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要抓緊完善選舉制
度。

這是夏寶龍自去年2月履新以來，首次作公開發言，也
是中央政府再次將「愛國者治港」提升到高層次視角，對
相關問題作出權威和針對性的解讀，對香港當下相關制度
改革和未來政局發展，都具有指導性的重要意義。

釐清客觀標準確保「愛國者」治港
夏寶龍明確表示，堅持「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的最低標準，並強調：重要崗位在任
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

雖然「愛國者治港」並非新事物，但這次中央全面釐清
「愛國者治港」的客觀標準和要求，反映了中央看到香港
政制發展的核心危機，意識到強調和落實「愛國者治港」
的必要性、迫切性與根本性。

回顧香港回歸後發生過的重大政治事件：2003年「反
23條立法」、2014年非法「佔中」、2019年「修例風
波」引發的連串社會事件、2020年所謂「35+攬炒」行動
等等，都對香港當局管治及國家安全造成危害。如夏寶龍
所說，反中亂港分子之所以能在「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興風作浪、坐大成勢，其中一個直接原
因，就是「愛國者治港」的原則還沒有得到全面
落實。中央因此將「愛國者治港」界定為事關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事關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的根本原則，重申不允許有人再「搞亂」香
港。

夏寶龍在講話中，全面客觀地界定了何謂「愛
國者」。一是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二是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
特區的憲制秩序；三是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
穩定。

中央主導香港政局，是中央對香港特區全面管
治權的重要體現，以制度建設及法律改革來處理
「一國兩制」秩序問題，確保愛國者掌控香港大
局，從而進一步為香港解決經濟民生社會等其他

深層次問題。
夏寶龍在講話中還提出了五項原則，包

括：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必須尊重中央的主
導權；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
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這五個原則，相信將主導香港接
下來的選舉改革。

警示反對派勿觸碰「一國兩制」底線
夏寶龍強調，「攬炒派」不管是在街頭，還是在立法

會、區議會，都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者，當然不在愛國
者之列。而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離勢力，不
能通過選舉進入特區治理架構，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

西方政治學有「忠誠反對派」的概念，要求持不同政見
的政治參與者，效忠現行憲政體制，但可以提出建設性的
批評意見。筆者認為，夏寶龍的講話也是警示反對派，要
想進入議會機制，必須達到「愛國者」的最低標準，不可
觸碰「一國兩制」的底線。換言之，香港落實「愛國者治
港」，可接受愛國的「忠誠反對派」，但不是愛國者，則
不可能有空間。

國家安全底線越牢，「一國兩制」空間越大。倘若讀懂
夏寶龍的講話，或許可以看出蘊含其中的指導性意義。
「兩制」離不開「一國」，「愛港」離不開「愛國」。

中央強調「愛國者治港」的指導意義
黃芷淵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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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底線越牢，「一國兩制」空間越大。圖為維港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