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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美國、歐盟、英國、澳大利
亞、新西蘭等個別西方國家政客對香
港民主發展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依
法取消部分區議員資格說三道四，抹
黑詆毀香港國安法，為反中亂港分子
撐腰打氣，赤裸裸干預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的拙劣行徑，外交部駐港公署
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予以強烈譴
責。

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
舉制度，有效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漏洞，最大程度掃除香港發展道路的
障礙，更有效保障港人在和平安寧的
社會條件下更好行使各項自由和權
利，令香港「穩得住、管得好」，也
讓「一國兩制」走得遠。 特區政府依
法對反中亂港分子和組織採取行動，
合理合法、順應民意，任何國家都無
權置喙和干涉。

當前的香港安全、安定，這是任何
一個不帶偏見者都能得出的結論。中
央在港一系列撥亂反正措施推動香港
社會秩序恢復正常，經濟重現生機活
力，居民的人權和自由得到切實保
障，香港廣大市民和國際持份者都真
切感受到了香港的嶄新面貌，對香港
未來發展更加充滿信心。

事實證明，西方一些政客在乎的不
是香港如何實現良政善治和長治久
安，而是如何利用極少數反中亂港分
子繼續騎劫社會、挑動矛盾；他們關
心的不是香港社會安全穩定、發展繁
榮的整體利益，而是香港能否繼續作

為遏制中國發展的棋
子。

公職人員包括區議
員，擁護本國憲制性
法律、效忠祖國，在
世界各國都是基本政
治倫理。綜觀全球，沒有任何國家會
對包括議員在內的公職人員違背誓
言、背叛國家的行徑聽之任之。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是「一國
兩制」的初衷和應有之義。愛國愛港
是憲法和基本法的根本要求，也是每
一名特區從政者必須遵守的政治倫
理。

特區政府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遵循
法律程式，取消有關區議員資格，是
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落實「愛國
者治港」原則的必要之舉。西方政客
對特區政府正當正義、合理合法的行
動大放厥詞，充分暴露其唯恐香港不
亂的虛偽雙標和霸權嘴臉，令人不
齒。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時代潮
流和人間正道。中國捍衛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任
何外國企圖通過施壓、威脅迫使中國
作出讓步，吞下損害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苦果，都是癡心妄
想、自不量力。

任何人任何勢力都阻擋不了香港由
亂轉治、由治及興的歷史大勢，任何
阻撓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歷史洪
流的企圖都注定只是螳臂當車。

以「五項標準」選舉愛國者進入立法會
新選舉制度下的首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

12月19日舉行，提名期由10月30日開始。

來自不同背景的政團組織和人士，近日先後

提出有意參選的意願並積極加強地區工作，

迎接立法會選舉的氣氛越來越濃烈。新選制

下的立法會有利於落實行政主導，促進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立法會議員必須確保由德才

兼備的愛國者擔任，以愛國愛港、體恤民

情、盡責為民之心，與特區政府一道解決香

港經濟民生難題和深層次矛盾。全國政協副

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關於愛國愛

港管治者的「五項標準」，是選賢任能的準

則，選委會委員、功能界別和地區直選選民

須按照「五項標準」，在選舉中提名和推選

合適愛國者，讓立法會在愛國者共同努力下

展現管治新風。

黃若虹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五項標準」是推舉愛國治港者的準則
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愛國者治

港」根本原則得到貫徹落實，立法會須以愛國
者為主體，並適切香港實際情況。按照今年3月
全國人大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案，新修
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二列明香港立法會由90位
議員組成，當中40位由選委會界別選出，30位
由功能組別選出，其餘20位由分區直選選出。
根據立法會選舉制度的新設計，亮點有3個：一
是增加了民意代表，擴大了立法會的規模；二
是優化了立法會的結構，分成選舉委員會選
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方式產
生；三是合理設定三種方式產生的議員比例以
及具體辦法，兼顧了各方面訴求。這些亮點，
有利於落實行政主導，促進香港社會經濟健康

持續發展和長期繁榮穩定。

香港當前形勢以及未來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有意參選的不同背景、不同界別人士，如何具
備良好政治素質和管治本領，履行新選制下
「愛國治港者」的職能，引起社會高度關注。
對於這個問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今年7月發表題為《全面
深入實施香港國安法 推進「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的講話，明確提出了作為愛國愛港管
治者的「五項標準」：第一，善於在治港實踐
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做立場堅
定的愛國者；第二，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
各種矛盾和問題，做擔當作為的愛國者；第
三，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做為民愛民的愛國
者；第四，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做有感
召力的愛國者；第五，善於履職盡責，做有責
任心的愛國者。如何符合「五項標準」，是每
位有意參選人士必須認真思考的必答題。

「五項標準」就是推舉愛國治港者、選賢任
能的準則，確保透過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
在治港實踐中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為民愛民，為民謀福祉，推動發展、破解
矛盾、團結各方。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前，立法
會多年遭受泛政治化之苦，反中亂港者連年拉
布，議會暴力氾濫，阻撓特區政府施政，香港
積累大量經濟民生問題和深層次矛盾，久久未
能解決。當前，香港管治問題千頭萬緒，經濟
受疫情拖累增長乏力，失業率仍然高企；房屋
問題犖犖大者，大批基層市民居住劏房斗室之
中，置業安居成為「妄想」；社會貧富懸殊加
劇，安老、醫療、教育、青年向上流動等民生
發展難題亟待破解。只有愛國愛港、體恤民
情、盡責為民，在立法會中發揮德才兼備愛國
者的才能優勢，才能切實回應中央對「愛國者
治港」的要求、市民對破解民生難題的期望。

加快香港重回發展正軌
今年以來，中央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挺港惠民

政策措施，為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注入巨大
動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描繪
「北部都會區」規劃，在兩地融合、房屋土
地、產業支援等方面，展現發展戰略思維的突
破。新選制推動香港進入良政善治新時代，特
區政府施政更有信心和決心推動香港重回發展
正軌，需要立法會與特區政府齊心協力，共同
把中央挺港惠民政策和特區政府措施落到實
處，展現香港新氣象新未來。選委會委員、功
能界別和地區直選選民，在即將來臨的立法會
選舉中，更須按照「五項標準」，選好愛國者
進入立法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克
服發展困難，讓香港更快更穩抓住國家發展機
遇，實現新的更大發展。

政府研究通關所用的「港版健康碼」已久，然而始終
「雷聲大，雨點小」，遲遲沒有進展。香港和內地已無
法正常通關20個月了，對香港的經濟、民生造成重大
影響，探親、上學、經商等紛紛受阻，如此下去不是長
久之計。目前恢復正常通關是香港的頭等大事，是百姓
共同的願望，是民意所在，特區政府必須勇於擔當，有
所作為，盡快推出讓內地認可的「港版健康碼」，爭取
全面對接內地的抗疫機制，實現正常通關。

「港版健康碼」是通關的必要前提，想通關回內
地，自然要按照內地的規則辦事，健康碼加入自動追
蹤功能，這無可厚非。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
英亦表示，「滿足對方的入境要求是常識。」健康碼
作為通關的工具，目的就是為了追蹤並切斷感染源，
以此保障整個社會的安全。最近內地出現了旅遊者感
染群組，多虧了健康碼的大數據追蹤，得以及時將多
個省份的相關個案一一找出，成功阻止疫情擴散。
「港版健康碼」亦是同樣的道理，如果不能追蹤，僅
僅採用「自行申報」的方式，那麽通關後誰來確保沒
有謊報瞞報？疫情一旦大面積爆發，誰又來負責呢？
社會上現有部分居心不良者利用「隱私」問題在「港
版健康碼」上大做文章，試圖騎劫民意，阻擾通關。
政府官員要明白，「港版健康碼」是為通關服務，是
「自願選用」的原則，有需要回內地的市民們自然願
意用，而擔心隱私問題的，不用、不回內地就好了，
切不能因為某小部分人的反對，而剝奪大多數市民們
恢復正常通關的利益和權利。

通關是商界的心聲，是港人的盼望。香港與內地因疫
情而隔絕將近兩年，經濟民生嚴重受損，旅遊業更是完
全停頓，許多市民失去工作，沒有收入。根據調查顯
示，香港7月至9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4.5%，有

學者預測，若兩地未能正常通關，失業率
難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內地是港商的主
要投資地，如今無法通關，生意往來暫
停，無法簽合同、談合作，經濟大大受
損。許多零售業、批發業、飲食業的中小企業，更是燃
燒儲備掙扎求存至今，苦苦等候恢復正常通關復甦行
業。雖然政府已向民衆發放「消費券」，試圖重振經
濟，但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現時可用的提振經濟措施已
達到瓶頸，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靠本地市民來拉動香
港經濟增長並不現實，只有通關，恢復與內地、澳門的
往來，經濟才能有所起色。

支持通關民意彰彰明甚
特區政府在實現正常通關的路上擔任着重要角色，既

然內地對於通關碼的要求很明確，香港在技術上亦沒有
難度，那麼政府就應該「急市民之所急」，一步到位地
推出符合內地要求的「港版健康碼」，切勿在這個關鍵
問題上舉棋不定、討價還價，成為兩地健康碼體系對接
的障礙。日前有團體調查顯示，逾96%受訪者希望盡快
恢復正常通關，民意彰彰明甚。為了全體香港市民的利
益，為了香港今後的發展，特區政府官員必須要轉變心
態和思維，重視民意，真正將恢復正常通關作為香港的
「頭等大事」來看待，切勿再瞻前顧後、猶疑不決。

香港已經完成由亂及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過程中，復
甦經濟是第一要務，只有通關，香港市民才能盡快恢復
與內地的經商、學習往來，拉動各行業的經濟增長。從
長遠發展來看，也只有通關，香港才能更進一步融入大
灣區建設，參與前海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民意不
可逆轉，通關迫在眉睫，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對接內地
「健康碼」機制，早日實現全民盼望的通關。

「碼」上通關 民意所向
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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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新冠肺炎自2019年年底爆發至今已
20多個月，人們除了養成出門戴口罩
的習慣，亦被迫變成「宅男宅女」。
抗疫初期大家對新冠肺炎不了解，加
上每日頻繁的疫情消息，香港市民可
謂方寸大亂。政府因應防疫需要，實
施第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
組聚集)規例》，嚴禁公眾聚集，食肆
堂食受限，很多人連家門都不敢出，
公眾活動完全停頓。

經過長時間抗疫，市民難免出現抗
疫疲勞，社會長時間缺乏文化活動，
亦顯失色。今年東京奧運會和全國運
動會，香港運動員的出色表現，讓港
人重拾歡顏。如今本港累計接種兩劑
疫苗總人數已達430萬，本地個案基本
達至「清零」，錄得的輸入個案都在
嚴格的外防輸入措施下及時發現，沒
有對社區造成重大威脅。疫情可控
後，當局宜考慮在配合有效的防疫措
施下，允許恢復舉辦大型戶外文娛活
動。

以「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會」為
例，過去30多年來，活動除推動保護

環境生態，亦讓市民從栽花植木、養
魚觀鳥中學習養生減壓之道，是一項
老少咸宜的合家歡活動。每年前來參
觀的市民及遊客數以萬計，2019年入
場觀眾便超過24萬人次。

作為香港北區大型戶外活動的知名
品牌，由1976開始舉辦的「北區花卉
展覽會」演變為今天的「香港北區花
鳥蟲魚展覽會」，由單純的花卉展覽
到概括花、鳥、蟲、魚；從只在北區
展出到被邀請到香港島及禮賓府展
出，更兩度受澳門蘭花博覽邀請到當
地展出，「香港北區花鳥蟲魚展覽
會」已從一個地區性社區活動發展至
現在的全港性年度盛事。更重要的
是，主辦單位近年透過展覽和不同類
型比賽，如學界繪畫比賽、環保栽種
比賽、攝影比賽等，潛移默化教育市
民愛護環境、重視生命。

受疫情影響，「香港北區花鳥蟲魚
展覽會」去年已暫停，今年能否舉辦
仍是未知數。筆者希望政府研究在疫
情可控的情況下，制定恢復大型戶外
活動時間表，讓市民有所期盼。

疫
情
可
控
前
提
下
考
慮
復
辦
戶
外
活
動

溫和達 選舉委員會委員 北區區議會環境改善及文化康樂事務委員會主席

施政報告提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是非常具
有突破性的發展新構思新模式。香港一直以維港兩岸
作為商業核心區，即使規劃署《2030+》提出九龍東、
「明日大嶼」作為第二、第三個商業核心區（CBD），
也不過是港九市區的延伸。新界一直被視為香港的郊
區，甚至「邊陲地帶」，過往發展新界也是以「新市
鎮模式」，只拿出一小塊土地作為港九市區的「衛星
城市」，今次特區政府明顯跳出過往百多年來香港主
要集中在維港兩岸狹長地帶的發展格局。

香港中華總商會早前向特區政府提交施政報告意
見，提出香港應規劃「南金融、北創科」的「雙核心
都會區」發展布局，全方位配合大灣區發展。新界北
部與深圳只是一河之隔，亦有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
的重點粵港合作平台。未來通過鐵路、規劃和制度安
排打通新界北一帶的內部交通聯繫，以及新界北與深
圳之間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為港深跨
境合作做好積極部署，是香港參與國內大循環，保持
長期繁榮穩定的重要方向。

本港需要大力發展創科產業已成為社會的共識。
「北部都會區」聚焦創科發展，正好是對接深圳創科
發展的重要橋頭堡，既切合本地經濟發展需要，亦符
合中央對香港的期望。我們期望「北部都會區」能在
創科發展方面與深圳互補優勢，例如借助深圳的先進
製造業實力，以及河套區創新及科技園區等大型基建
設施，將新界北地區打造為香港的「小矽谷」，直接

引入國際級大型企業，與香港高等學府
建立合作關係，吸引全球創科資源和海
內外頂尖科技人才集聚。

特區政府亦應與內地商討放寬港深兩
地人員在出入落馬洲河套「一區兩園」的限制，便利
科技研發人才自由流動，促進香港與內地科研合作，
發揮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最大優勢。

在發展「北部都會區」的基礎之上，施政報告推出
一系列新措施加快造地建屋，進一步釋放港九市區及
新界北部大量土地，展現出當局破解土地房屋難題的
決心和承擔。然而，土地房屋本屬兩個政策範疇。增
加土地供應固然是解決本地住屋問題的核心，但土地
規劃的目標不僅只是用作建屋用途，也要包括對本地
工商業、創科、交通基建、公共設施、休憩用地的全
盤規劃。我們欣見施政報告增撥土地作為創科用途，
包括新田科技城、馬料水填海造地，以及流浮山為本
地大學預留作科研用途的土地等，將為本地創科發展
打下強心針。「北部都會區」更進一步回應香港缺乏
宏觀和長遠土地規劃的問題，相信能為解決香港深層
次矛盾提供明確方向。

土地問題是香港深層次結構矛盾的重要根源，土地
規劃、分配和利用，亦是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更是
中央政府以及香港各界最為關注的問題。期望特區政
府能強化行政效率，真正做到精簡程序，將施政報告
各項規劃願景盡快落實，讓市民受惠。

「北都區」以新思維促新發展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