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責任編輯：楊生華

20212021年年22月月2424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21年2月24日（星期三）

2021年2月24日（星期三）

文 匯 論 壇A14
評論部電郵地址：
opinion@wenweipo.com

千呼萬喚之下，政府商經局終
於發表了「港台管治及管理的檢
討報告」，商經局局長邱騰華在
記者會上力數港台三大問題，包
括編輯管理問題、投訴機制欠透
明度及員工管理問題。正所謂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
港電台問題曠日持久，社會上要
求改革港台的聲音此起彼落，我
們樂見今次的檢討最終能得以落
實，令港台返回正軌。

邱局長在記者會上提到的三
個重點問題，其中港台編輯的
管理問題最為人詬病。香港電
台身為一間公營廣播電台，以
公帑營運，港台節目製作人員
竟然公開與政府唱對台戲，更
為嚴重的是在黑暴期間，某些
時事節目竟然三番四次邀請亂
港派議員和藝員擔任節目嘉
賓，他們藉節目發表仇視中央
及政府的言論，令社會嘩然。
但是港台管理層卻沒有即時阻
止，最後更草草了事，可見是
因為管理存在極大問題，才會
導致這些荒謬的情況出現。

另外，港台的投訴機制亦存在
極大的缺陷，關注組曾多次就港
台節目向有關部門投訴，但投訴
有如石沉大海，毫無音訊。因
此，建立透明的投訴機制是當務

之急，筆者建議擴
大香港電台顧問委
員會的權力，設立
專門小組接受投
訴，並適時回應有
關投訴，最後由顧
問委員會提出建議，再交由港台
管理層去執行。只有廣納不同意
見，聆聽不同聲音，才能令港台
節目做得更好。

近日，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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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對此表示極之贊
同。筆者認為在「愛國者治港」
的要求下，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
構，港台管理層及員工同樣需要
是「愛國者」，他們必須要堅定
不移地維護「一國兩制」和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而不是肆無
忌憚地攻擊政府和挖苦建制派，
分化市民和政府。

未來，香港政局將面臨重大調
整，在宣傳政府政策上香港電台
的角色將會更加吃重，因此港台
也應適時作出重大調整，不能再
以所謂編輯自主為擋箭牌大肆進
行縱暴煽「獨」的活動，應該要
全力配合特區政府，真心實意為
特區政府和市民服務。

「愛國者治港」是香港特區管治的根本原則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於港澳研究會專題研討會上的

發言，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闡述了「愛國者治港」的精神和

內容，講話一針見血、正本清源。「愛國者治港」並不是

現在才提出來的，它是香港特區管治的根本原則。以夏主

任的說法形容，就是最低要求。基本法的前言已經把有關

精神說得很明白，第一條明確禁止任何人破壞國家已確立

起來的制度，也就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制度。今次夏主任表示「老調重彈」，因為基本法早已

寫入了相關條文，已故領導人鄧小平也於回歸前就說過

「愛國者治港」，夏主任此次講話在於把「愛國者治港」

和「一國兩制」的關係說得更明白，把「老調」彈奏得更

響亮，以蓋過攬炒派的荒腔走板。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夏主任的發言相當淺白，沒有可能也不應
被誤解。然而，於夏主任發言後，攬炒派仍
然有人跳出來大放厥詞，對發言內容進行抹
黑和毫無理據的質疑。攬炒派言下之意，就是
把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選舉制度之外，就不符
合基本法。這種說法絕對是混淆是非、顛倒黑
白。

衝擊國家制度不是愛國者
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會允許企圖破壞國家根

本制度的政黨和人士去參政，在很多國家這類
政黨的存在本身就是違法的。舉例說，較早前
有份衝擊美國國會的極右組織「驕傲男孩」，

於今年二月初被加拿大政府宣布成為恐怖組

織。
一個衝擊別國根本制度的組織尚且被認定為

恐怖組織，更何況衝擊自己國家的根本制度？
2019年，攬炒派政客拒絕與黑暴割席，部分人
更親自參與黑暴，後來有些人更當選區議員。
黑暴衝擊中央駐港機構，污損國徽，就是衝擊
國家根本制度、挑戰中央全面管治權。這些人
應該受到法律制裁，怎麼可能讓他們進入香港
的建制架構？

攬炒派政客經常質疑什麼叫愛國者？正如夏
主任指出，愛國者可以有客觀標準，他列出三
條標準。我認為，歸納起來，就是一個人能否
作出維護「一國兩制」的正確選擇。如果所做
的選擇不是維護「一國兩制」而是搞破壞，這

個人肯定不是愛國者。
黑暴以前，中央以最大的包容對待反對派，

只要不觸碰紅線，可以有參政議政的空間。可
是反對派沒有回頭是岸，沒有自覺維護「一國
兩制」，反而想借黑暴事件及在外部勢力的支
持下圖謀奪權。當他們變成攬炒派後，特區的
憲制就不可能對他們再作包容。也就是說，
「一國兩制」從來都不走樣、不變形，只是反
對派變了攬炒派而已。

中央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
攬炒派常常挪用基本法的條文作片面解讀，

但有四個字他們從來不提，那就是「繁榮穩
定」。任何不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做法，

都不符合基本法。所以，選舉制度是否符合基
本法，就要看選舉制度是否有利於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愛國者治港」就是確保選舉制度不
會破壞繁榮穩定。攬炒派最無資格解讀基本
法，他們扭曲基本法條文，作為破壞香港繁榮
穩定的借口，這樣的人怎有資格成為香港的管
治者？

《菜根譚》有名言：「惡人讀書，適以濟
惡」，正好是攬炒派政客的寫照。夏主任全面
透徹掌握香港的實際情況，精闢準確闡釋「愛
國者治港」，讓廣大愛國愛港人士振奮不已。
攬炒派政客在香港混了十幾二十年，就連基本
法的精神也搞不懂，落得今天下場完全咎由自
取。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就「愛國者治港」的主題講話，
彰顯中央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決心。「愛國者治港」
的底線標準，就在於不損害國家的根本利益，不損害中國共
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此關鍵要求，為香港公職人員定
下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規矩。

過往在香港出現的種種亂象，既有制度上的不完善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一批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制度的漏洞進入建制
架構，刻意強調「兩制」而淡化「一國」的大前提。他們不
僅不真心愛國愛港，而且扭曲制度，透過攻擊中央、搞亂香
港來謀取政治私利，更為了達到反中亂港的企圖。這些挑戰
國家根本制度和拒不接受、不尊重香港憲制秩序者，絕對不
在愛國者之列。

正如夏主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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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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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強調「一國兩制」需要「愛國者治

港」，就是因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兩制」能否行穩致遠，不
僅僅是香港特區自身的事情，而且關乎到整個國家發展的重
要一環。中央一再重申「愛國者治港」，就是為掌握公權力
的人士劃下紅線，對管治者的行為作出基本要求與約束。

香港過去一段時間出現的管治亂象，發生影響社會穩定的
政治風波，包括立法會的惡意拉布影響經濟民生發展，「攬
炒派」在黑暴事件中破壞社會秩序，有人利用所謂初選以達
到「攬炒香港和國家」的險惡企圖，其根源就在於不尊重香
港的憲制秩序，不尊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主體，一再
做出損害國家根本制度、損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
度的事情，明顯逾越了「一國兩制」的紅線。

夏主任的講話進一步為香港管治架構的從政者立規矩、劃
紅線，確保「愛國者治港」的要求切實執行，推動香港重回
準確貫徹「一國兩制」的正軌，這是人心所向。特區政府應
嚴格按照「愛國者治港」原則，通過完善公職人員真誠宣誓
效忠機制、管治制度革新、司法制度改革等有力措施，令國
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得到更切實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
港人福祉得到更有效提升，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在正確的
軌道上不斷向前發展。

立政治規矩捍衛國家根本利益
江達可 博士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工商總會首席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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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長緯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公營廣播關注組召集人

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今日宣讀
「2021-2022 年

度財政預算案」。此前，特區政
府已透過在媒體放風，嘗試作
「預期管理」，強調「應使則
使」、繼續推行逆周期措施；同
時又提醒各界市民當須「睇餸食
飯」，可謂編列相關預算的兩大
指導原則。從宏觀目標上講，港
府仍將透過積極的財政手段、社
福政策，盡量抵消經濟下行的壓
力。而具體力度與一系列措施的
執行，又以本地中長期公共財政
健康為考慮。

上述兩大原則、或曰指導思
想，既具備緊密的內在邏輯，又
緊貼本港公共財政及社會發展情
況，對於市民大眾、工商業界而
言，亦易於理解和接受。唯一疑
問，就是兩條原則如何有機結
合、辯證統一。

愚以為，就數據論數據，即便
2020-2021年度，港府錄得空前
財政赤字，其財政儲備，亦足夠
政府運作一年半至兩年之譜。因
此，行政長官和財政司司長，當
以採取積極措施為主、謹慎理財
為輔，更好地應對香港即將面對
的滯脹局面。

由於疫苗陸續引入，公共接種
計劃依次展開，香港社會經濟運
作將逐步恢復，在基數效應之

下，本地各行業的表現，甚至會
比2019、2020年同期更佳。然
後，相關情況，基本上只具有統
計學上的意義。若以 2017、
2018年為參考基準，香港市民
收入、生活實際改善，並重回穩
健增長軌跡，起碼是12到24個
月之後的事。

問題是，在此期間，環球及周
邊地區的消費及收入結構已產
生深刻變化，對於相關變化本
就敏感的草根階層，其生活狀
況屆時只會更形脆弱。港府，
尤其是財金部門，實在不可不
察。在全球大衰退、大動盪底
下，任事人員固然要患寡，但
更要緊的是患不均——社會中
下階層應對墮崖式經濟下滑的
抵禦力，本就遠低於收入金字
塔頂端的人群；而經濟一旦「V
型反彈」，又形成了巨額財產
「掠奪式轉移」。

以此為背景，過去近十年，港
府透過一系列政策突破所取得的
有限扶貧成果，便很可能化為烏
有。例子之一，就是考慮到營商
環境惡劣、失業率急升，在凍結
「法定最低工資」之餘，「取消
對沖」的舉措亦由此慎之又慎。
與此同時，財金部門卻拒絕以基
金或臨時手段，支援中短期失業
者，便予人慎重有餘、承擔不足
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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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楨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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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為「愛國者治港」定下三大標
準，即必然真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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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必然
全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區，香港的管治權必須掌握
在愛國者手中，這是一條基本的政治倫理，天經地義。從鄧公
明確提出「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
為主體的港人治理香港，到習近平主席強調確保「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這是「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歷史大邏輯，是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巨變的
必然要求，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迫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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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獨香
港反中亂港者反對國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化自己的民
族，這種政治倫理的顛倒必須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才能保
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回歸以來，香港選舉基本上不設防，反中亂
港、「港獨」「自決」分子皆可「入閘」，甚
或當選成為議員。這暴露香港選舉制度出現各
種漏洞，已威脅到國家安全及香港繁榮穩定。攬炒派借修例
風波搶佔區議會議席後，濫用職權和資源支援黑暴，公然發
布辱華言論，把區議會變成煽「獨」縱暴的政治舞台。攬炒
派去年7月舉辦所謂「初選」，企圖讓攬炒派分子取得立法
會多數議席，繼而癱瘓立法會與政府運作，迫使特區行政長
官解散立法會、製造憲制危機，並要求外國勢力介入制裁中
央和特區政府。為了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確保國家安
全，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全面改革香港選舉制度已
刻不容緩。

唯有堅決貫徹「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原
則，在選舉制度上堵塞漏洞，才能讓香港的選舉制度回歸
「一國兩制」初心，真正落實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
香港。

完善選舉制度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楊華勇 湖北省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2021年2月22日對香港是歷史性的一日，因為這一天，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發表
重要講話，詳細解釋了「愛國者治港」的概念，並且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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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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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吹響了香港「文化回歸」、「人心回歸」的
號角。

為什麼這樣說？1997年7月1日，香港雖然回歸祖國懷
抱，但因為歷史原因，香港很多人對祖國其實保持不信
任、不服從，甚至是對抗和敵視的心態。為了順利回歸，
減少阻力，回歸初期其實一切都講求平穩過渡，公務員團
隊、司法體系、教育制度等等關鍵的管治和社會要素，其
實基本都維持回歸前的狀態。這種做法固然有利於平穩過
渡，有利於香港在回歸初期為祖國對外開放發揮積極作

用，但隨着國家強大和東西方意識形態角力
的推進，香港的角色必須轉變。這一點，由
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和黑暴事件已經表現得
十分明顯。

「愛國者治港」是常識和應有之義。回顧港英年代，其
實在很長的時間裏，英國人都把持着香港的重要領導崗
位。大家有看港產片的話，應該知道，當時其實警隊內部
的警司、中層管理者都是英國人，更不用說港英政府的高
官了。可以說，英國人踐行的都不是「愛英者治港」，而
根本就是「英國人治港」。所以要求回歸後的香港踐行
「愛國者治港」，這實在是遲來的正義。

要踐行「愛國者治港」，需要在選舉制度、公務員錄用
升遷制度等方面改革，要有明確的機制甄別和選擇愛國
者。下一步，更重要的是推行「文化回歸」「人心回
歸」，讓愛國文化在香港的土壤扎根，社會的方方面面都
由愛國者擔綱。

愛國者擔綱重要崗位有利人心回歸
吳承海 博士 佛山市政協委員 香港南區工商業聯合總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