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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據

：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夏寶龍金句

● 夏寶龍表示
夏寶龍表示，
， 要抓緊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
善香港選舉制度
，確保香港
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
者手中。
者手中
。
資料圖片

●「愛國者治港」就是回歸祖國後的香港要由愛國者治
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權要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 要實行「港人治港」，就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堅
持「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才能全面準確貫徹落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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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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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是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
之急，把「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是共同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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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 日間溫暖
氣溫19-26℃ 濕度60-90%

港字第 25900 今日出紙 3 疊 12 大張 港售 10 元

夏寶龍講話四要點

愛國者三標準

對管治者四要求

完善制度五原則

•「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
要義

• 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

•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 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
辦事

•「愛國者治港」是推進
「一國兩制」事業的
時代呼喚

• 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
制度和特別行政區的憲
制秩序

•堅持原則、
敢於擔當

• 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

•胸懷「國之大者」

• 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

• 要堅持
「愛國者治港」
的客觀標準

•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

2021年2月23日（星期二）

• 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精誠團結

● 夏寶龍昨日出席「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並發表講話。

新華社

● 站在愛國者對立面的是那些少數反中亂港分子。他們是
「一國兩制」的破壞者，不能允許他們染指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權。現在不允許，將來也不允許。
●「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色」。
● 香港選舉制度絕不能簡單照搬或套用外國的選舉制度。
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的選舉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 考慮到香港和國際社會總有一些人有意把我們的好曲子
唱跑調，甚至荒腔走板，我們有必要再把老調彈奏得響
亮一些、清晰一些，把唱歪的調子再正過來，這叫以正
視聽！

四類人不在愛國者之列
• 利用各種手段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公開宣揚
「港獨」主
張、在國際上「唱衰」國家和香港、乞求外國對華對港制裁
施壓的人

• 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 觸犯香港國安法的人

• 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

• 攬炒派

• 挑戰國家根本制度、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憲制秩序者

建制vs攬炒 一圖分明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落實『愛
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專題研討會昨日在北
京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
龍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確保「一國
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
者治港」。這一重要論述是對香港回歸以來
「一國兩制」實踐經驗的高度提煉，是對
「一國兩制」實踐規律的深刻揭示，為推動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保持香港長治
久安指明了方向。夏寶龍表示，落實「愛國
者治港」原則要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要抓
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
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港澳辦網頁刊出全文見A14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馬靜

夏寶龍表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需要多措並
舉、綜合施策，其中最關鍵、最急迫的是要完善相關制
度，特別是要抓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確保香港管治權
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為此，必須堅持以下原
則：
第一，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進一步完善
香港的選舉制度，就是在憲法和基本法規定的框架內，
在總結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經驗教訓的基礎
上，堵塞有關法律漏洞。香港的選舉制度要實現這樣的
效果：既充分尊重公眾的民主權利，又切實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既尊重和保障香港依法享有的高
度自治權，又切實保障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既保
證各類選舉的公正、公平、公開，又切實有效地阻止反
中亂港分子、國際反華勢力的政治代理人進入特別行政
區政權機關。
第二，必須尊重中央的主導權。創設特別行政區、建
立特別行政區的制度，權力在中央。選舉制度是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完善有
關選舉制度必須在中央的主導下進行。尊重中央的主導
權與尊重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處理相關事務的權力並不
矛盾。在完善有關選舉制度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必定會
與特別行政區政府深入溝通，並充分聽取香港社會各界
的意見。
第三，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香港選舉制度絕不能
簡單照搬或套用外國的選舉制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有利於維護國家安全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選舉制

度，就是最好的制度。
第四，必須落實行政主導體制。香港實行的是以行
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行政長官在特別行政
區政權架構及其運行中處於主導和核心位置。完善選
舉制度，要多考慮如何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的關係，
不斷提高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效能，提升特別行政
區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促進良政善治。要多考慮如何
推動實現定分止爭、凝聚共識，從而把各方面力量匯
聚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個第一要務上來。
第五，必須有健全的制度保障。「愛國者治港」必須
落實在制度上。要完善有關制度體系，拿出管用的辦
法，確保特別行政區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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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崗位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讓反中亂港分子佔
據。

最大程度保障香港居民行使民主權利
夏寶龍表示，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始終堅定不移
按照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真
心誠意推動香港民主制度循序漸進向前發展，最大程度
保障廣大香港居民行使民主權利。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目的也是為了保障香港民主制度更健康、更順利地向前
發展。發展香港民主制度不能背離「愛國者治港」這一
根本原則。
本次研討會由全國港澳研究會主辦，中央有關部門負
責人和內地、香港、澳門有關官員和專家學者近 200 人
出席。受疫情影響，研討會在深圳、香港、澳門設分會
場，當地官員和專家學者通過視頻連線方式參與研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馬
靜）香港要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就必須先釐清對「愛國者」的
要求。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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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指在愛國標準上，對他們應該有更高
的要求，並提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堅持原則、敢於擔當，
胸懷「國之大者」及精誠團結四點要
求。

掌握重要權力者須為堅定愛國者

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出席開幕式並講話。夏寶

述完善選舉制度五原則 須中央主導

提出堅定愛國者四標準

夏寶龍表示，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來說，理應
達到以下幾點要求：
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要深入系統地學習領會「一國兩
制」方針的精髓要義，並善於運用
「一國兩制」理論，分析、解決香港
面臨的各種困難和問題。無論遇到什
麼困難和挑戰，都始終堅定「一國兩
制」制度自信不動搖，都始終站在國
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的立場
上，把握正確方向，堅守原則底線。
二是堅持原則、敢於擔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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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人必須勇敢站出
來，站在最前列，把維護「一國兩
制」作為最高責任，同那些挑戰「一
國兩制」原則、破壞「一國兩制」實
踐的行徑進行堅決鬥爭。
三是胸懷「國之大者」。香港命運
從來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
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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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拋開一切猶豫和搖
擺，抓住祖國全面推進現代化建設的
戰略機遇，把背靠祖國與面向世界結
合起來，把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結合
起來，把祖國支持與自身努力結合起
來，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為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增光添彩。
四是精誠團結。愛國者要有共同的
目標、共同的理想，要心往一處想、
勁往一處使，在愛國愛港的共同旗幟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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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寶龍指出，身處香港特區重要崗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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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去年12月香港司局級官員在行政長官見證下，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資料圖片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 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愛國者與反中亂港者三大區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馬靜）攬炒派經常
聲稱「愛香港」，但實際上卻相反。全國政協副
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昨日表
示，結合香港過渡時期和回歸以來出現的各種現
象和問題，特別是愛國者所作所為與反中亂港者
所作所為，可以清晰地看出兩者有明顯的三個方
面的區別。

「三條底線」
不可觸碰
第一，愛國者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反中亂港者則相反，不僅不會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還會蓄意從事危害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活動。習近平主席在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
話，公開宣示了「一國兩制」下不可觸碰的「三
條底線」，指出任何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
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
滲透破壞的活動，都是對底線的觸碰，都是絕不
能允許的。可以說，不從事危害國家主權安全的
活動，這是對愛國者最低的標準。那些利用各種
手段歇斯底里地攻擊中央政府、公開宣揚「港

獨」主張、在國際上「唱衰」國家和香港、乞求
外國對華對港制裁施壓的人，無疑不是愛國者。
那些觸犯香港國安法的人更不在愛國者之列。

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
第二，愛國者必然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度和
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國家不是抽象的，愛國也
不是抽象的，愛國就是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
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基本法的母法。維護憲法
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和憲法的權威，是包括香港
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的責任和義務。憲法必
須遵守，違反了就是違法。維護憲法的權威和尊嚴
是對每一位中國公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愛國者的行
動準則。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在我們這個實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裏，可以
允許有不同政見，但這裏有條紅線，就是絕不能允
許做損害國家的根本制度，也就是損害中國共產黨
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情。「一國兩制」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者，是「一國兩制」方針的創
立者，是「一國兩制」事業的領導者，一個人如果

聲稱擁護「一國兩制」，卻反對「一國兩制」的創
立者和領導者，那豈不是自相矛盾？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是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確定的，其核心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之中
的法律地位以及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尊重
和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就必須堅定
地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安全，準確理解和把握中
央與特別行政區的上下關係，切實尊重和維護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種權力，正確行使
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挑戰國家根本制度、
拒不接受或刻意扭曲香港憲制秩序者，不在愛國
者之列。

資料圖片
上圖：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在藍田區向學童免費派發
口罩及護目鏡。
下圖：一夥「攬炒派」區議員在街頭煽動反國安法遊行。

「攬炒派」
是繁榮穩定破壞者
第三，愛國者必然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香
港「黑暴」「攬炒」「港獨」分子不惜把香港毀
掉，以此來裹挾民眾，脅迫中央。人們越來越清醒
地認識到，「攬炒派」不管是在街頭，還是在立法
會、區議會，都絕不是在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相
反，他們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破壞者。「攬炒派」當
然不在愛國者之列。

資料圖片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是港各界共同責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愛國者治港」
一一一一一一是「港人治港」
一一一一一最低標準
一一一一一
落實
「愛國者治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馬靜）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表示，「愛國
者治港」是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時代呼喚。他
指，「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的
最佳方案，也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
排，我們將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他強調把「愛國者
治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是共同責任。

亂港分子通過各類選舉進入治理架構
夏寶龍指出，作為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
「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並不都是一帆風順，香港回
歸以來也出現了一些不利於「一國兩制」順利實施甚
至有違「一國兩制」方針、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的現象和問題。反中亂港分子、「港獨」等激進分
離勢力通過各類選舉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包括
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區議會等機構。他們
利用這些平台散播「港獨」主張，抗拒中央管治，煽
動對內地的不滿情緒，肆意阻撓特別行政區政府施
政，損害香港市民福祉，不惜讓全香港社會付出沉重
代價。他們與街頭暴力分子一樣，都是政治上徹頭徹
尾的「攬炒派」，是香港的亂源，也是國家的禍害。

未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是亂源之一
夏寶龍質問：「如果任由反中亂港勢力一步步奪取

香港的管治權，為所欲為，肆意從事各種危害國家安
全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活動，如果任由外國勢力干
預香港選舉等政治事務，大家想想，香港的前景會怎
樣？香港還有安寧之日嗎？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
航運中心地位還能保持嗎？香港居民最為關注的住
房、就業等重大民生問題還能有效解決嗎？『一國兩
制』還能順利搞下去嗎？」
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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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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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尚未真正形成
穩固的「愛國者治港」局面。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也
越來越深切地意識到，在「愛國者治港」這一大是
大非問題上正本清源是當務之急，把「愛國者治
港」這一根本原則落到實處是共同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馬靜）全國政
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表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
核心要義，是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巨變的必
然要求，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
須遵循的根本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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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國兩制」
方針應有之義
夏寶龍指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
制」方針的應有之義。「一國兩制」方針從形
成之初就包含了「愛國者治港」這一重要思想
內涵。要實行「港人治港」，就必須堅持「愛
國者治港」；堅持「愛國者治港」，「一國兩

●夏寶龍表示
夏寶龍表示，
，
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必須在中央的
主導下進行。
主導下進行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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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才能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是香港回歸祖國必然要求
「愛國者治港」是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
巨變的必然要求。香港回歸祖國，意味着中
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揭開了香港同
胞當家作主的新紀元，香港的管治權也隨之
回到中國人民手中。治權和主權不可分割。
香港的管治權只有掌握在愛祖國、愛香港的
中國人手裏，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才能
得到體現。

是貫徹
「一國兩制」
的根本原則
「愛國者治港」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必須遵循的根本原則。凡是治港
者，必須深刻認同「一國」是「兩制」的前
提和基礎，旗幟鮮明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
的憲制秩序，充分尊重國家主體實行的社會
主義制度，正確處理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
關係的有關問題，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堅守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堅決反對外國勢力
干預香港事務。堅持「愛國者治港」是關係
到「一國兩制」事業興衰成敗的重大原則問
題，容不得半點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