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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分子前年藉着修例事件，推動種種
黑暴、攬炒惡行，他們肆意堵路、放火、「私
了」、打砸私人財物等街頭暴力，使得很多香
港市民一直過着彷徨、恐懼、啞忍的生活狀
態。不少市民當時面對着黑暴分子都是敢怒不
敢言，而一些反對派的議員就利用此惡行，幹
着惡意拉布、癱瘓立法會等政治攬炒，這給很多香港市民埋下
了痛苦的記憶。

更可怕的是以黎智英、戴耀廷等為首的一批反中亂港分子，在
竊取區議會議席主導權之後，進而謀劃操控立法會、行政長官選
舉委員會、行政長官選舉，來實現他們所謂的「奪權三部曲」和
「攬炒十步曲」，最終企圖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

一年前香港又遇上新冠肺炎的疫情打擊，作為第三產業為主的
香港，由於長期需要封關抗疫，導致香港不少企業倒閉，引起失
業率高企，基層市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特區政府在面對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雙重壓力下，似乎是
一籌莫展、無計可施。香港面對着上述的種種困境，越來越多
的市民期望中央能夠出手相助，不想再見到黑暴、攬炒橫行，
不願讓香港的整體利益再受損害，這成為香港社會越來越廣泛
的共識，已是民心所向。根據紫荊研究院在3月5日進行的民調
結果顯示：高達73.4%受訪者相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可為特區政
府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創造更好條件，只有18.5%表示
不認同，另有8.1%表示不清楚、無意見，清晰表達了香港主流
民意認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有利於結束香港長期存在的政治
爭拗，重建和諧穩定的政治環境，為特區政府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創造條件。

「311決定」可謂是中央給香港市民送來的及時雨。只有以「愛
國者治港」為前提，才能真正地落實好「一國兩制」，同時也是保
障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基礎，將為香港社會安定和
經濟繁榮、「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從今次全國人大會議通過的決定來看，中央是十分掌握香港
市民的主流民意的，並且能夠順應民心，從國家的憲制層面對
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進行完善，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健全的
制度保障，完全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是香港憲制發
展又一里程碑。

落實「愛國者治港」中央高度重視香港民意
中央有關部門連續3天在香港開展座談、訪談等活動，

就落實人大「311決定」廣泛聽取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和

建議。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是回應香港社會求穩定、求發展的主流民意。香港

選舉制度完善之後，治港者更有代表性，能夠更加廣泛凝

聚力量，更好地監督和改善政府施政。中央多層次、全方

位廣泛聽取香港各界意見，反映中央對香港民意的高度重

視，有利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

主選舉制度，令香港能夠發展有效維護國家和香港整體利

益、保障港人福祉的優質民主。

林建岳博士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近年深陷於泛政治化的泥沼之中，嚴
重衝擊香港的社會穩定，也導致各種深層次
問題未能有效解決，市民對於香港嚴重的政
治對立和亂象已經忍無可忍，不希望見到香
港社會陷入日復一日的內鬥撕裂之中而不能
自拔。人大「311決定」就是為了堵塞香港
的選舉漏洞，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結束香港的政治亂象，為香港創造一個
法治穩定的發展環境，這既有利於維護香港

的國家安全和繁榮穩定，也是回應香港主

流民意的殷切訴求。

有利香港排除政爭聚焦發展
對於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民主倒退」

的說法，本人絕不同意。事實上，選委會選委
人數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會議席由70
席增至90席，增加幅度均超過兩成，大大拓展
了香港居民的政治參與度；同時，新選舉制度
涵蓋了香港社會各界別、各階層代表，體現了
均衡參與原則，有利於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吸納

各界意見。
有句話叫「家和萬事興」，民主要理性討

論，並非要製造政治爭拗，破壞法治秩序。中
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也是希望香港「家和萬
事興」，希望香港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香港選舉制度完善之後，更有代表
性，能夠凝聚更加廣泛的建設力量，聚焦發
展，令政府更好地聆聽民意，對政府施政形成
正面影響，亦讓立法會實事求是、更有效監督
政府，有利於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根本福

祉。

均衡參與 代表更廣泛
中央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過程中，舉行多

場座談會，廣泛、認真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
見建議，表明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民意。期望
各界積極配合，在人大決定框架內做好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的工作，讓香港社會能夠盡快集中
精力推動經濟復甦、改善民生，建設好香港這
個700萬人的共同家園。

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接下
來的工作就是根據人大決定的原意、原
則，由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
件二，重新構建選委會、行政長官和立法
會議員的產生辦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
委、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
香港中聯辦連續3天在香港開展座談、訪
談等活動，就落實人大決定廣泛聽取香港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
議，取得了圓滿成果。

社會對完善選舉制度高度重視廣泛支持
中央今次立法諮詢，舉行多場座談

會，3天共有60多場會議，加上拜訪、
約談等活動，還走訪一些年紀較大、行
動不是特別方便的人士，總共聆聽超過
1,000位各界人士的意見，以更深入細緻
的諮詢工作，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更好
地收集意見，務求主動深入各界，意見
應聽盡聽。中央多層次、跨界別、跨階
層，廣泛認真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見，
馬不停蹄收集建議，反映了中央對香港

民意的高度重視。
香港近年深陷於泛政治化泥沼之中，

嚴重衝擊香港的社會穩定，各種深層次
問題未能有效解決，市民對於香港嚴重
的政治對立和亂象已經忍無可忍。中央出
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
治港」，是回應香港社會求穩定、求發展
的主流民意。從今次多場諮詢座談可見，
各界踴躍發表意見建議，認真建言獻策，
表達了香港社會對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的高度重視和廣泛支持。

取消區議會在選委會和立法會席位
取消區議會在選委會和立法會的議席，

是今次座談會的焦點之一。連日主持座談
會的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昨日
表示，現在香港區議會的實際狀況，不符
合香港基本法對區議會的職能定位，而區
議會頂多是一個諮詢機構、基層社區服務
的機構，不應該有太多政治功能。這指明
了區議會在管治架構中的定位問題。

香港基本法第97條明確規定，「香港

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
的區域組織，接受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
和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
康樂、環境衞生等服務。」然而，大批
反中亂港分子循區議會進入特區管治架
構，實施種種反中亂港行動，已嚴重衝
擊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嚴重干擾特別
行政區政府順利施政，危及國家主權安
全和香港繁榮穩定。修改完善香港特區
選舉制度，就是要從制度層面剔除特區管
治架構中的反中亂港者。因此，完善選舉
制度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要取消區議會
在選委會中的117個席位，並取消區議會
在立法會的議席；同時，應按照人大決定
有關重構選舉委員會內地區組織代表界別
組成的要求，把議席分配予其他地區組織
代表。

中央真誠聽取民意，座談會高效有致，
成果滿滿，香港社會不僅對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有更深入了解，而且為下一步的修法
工作奠定了更堅實的民意基礎。

各界踴躍建言 重構地區組織界別
黃若虹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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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清河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主席

早前，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媒體貼文，指政府
調查民陣，教協也有必要追究。自傳出特區政府
會以香港國安法調查民陣收入是否有外國資金支
持，相繼有政黨及組織退出民陣。其中教協表
示，考慮到最近的政治形勢，決定即時終止參與
民陣的工作及會議。梁振英因而追問，教協是教
師組織，參加過民陣涉嫌組織違法活動的什麼「工作」，有必要
追究。

教協多年來一直熱衷參與各項政治運動，在2019年修例風波
扮演重要角色的「612基金」也以教協作為辦公地方，利用會址
處理來歷不明的資金，資助攬炒派人士搞亂香港。可以說，教協
就是一個不折不扣不重視教育專業，只以政治掛帥的政治組織。

教協涉嫌包庇「港獨」分子證據確鑿。去年11月，九龍塘宣
道小學一名教師因利用教材向小學生播「獨」，而被教育局以專
業失德為由取消教師註冊。而同年7月已備悉教案全部內容的教
協，不單止百般無理包庇該位教師，甚至和該位教師沆瀣一氣，
將在校園宣揚「港獨」的惡行以言論自由為藉口加以合理化，讓
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港獨」行徑進入校園。

事後，有本地報章刊出該位教師所撰寫的教案全部原文，發現
所謂以言論自由包裝的課堂設計，教師引述的事例錯漏百出，內
容罔顧事實根據，向學生傳達錯誤觀念。有看過教案的小學校長
不禁批評涉事教師明顯立場偏頗，有違專業操守。事件引起社會
人士嘩然，紛紛質疑教協為什麼開記者會為事主申訴時沒有詳細
提及涉事教案的內容。顯而易見，教協一心為播「獨」教師開
脫，蓄意隱藏事實真相，已喪失教師團體應有的專業原則。

教協每次都以陰謀論阻礙教育改革。尤其是近期教育局提出優
化高中核心科目課程和評估優化方案，需要在新通識科加強國情
教育，培養學生愛國情懷。教協第一時間跳出來妖魔化國情教
育，以政治灌輸效果質疑新科目改革目的。

全國人大會議在3月11日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有效清
除教協這教育毒瘤。教協過去長期壟斷教育界選委和立法會教育
界功能團體議席，肆無忌憚不斷加入涉嫌反中亂港政治組織的底
氣，包庇播「獨」教師還如此理直氣壯，儼然成為一眾「港獨」
組織的「領頭羊」，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

是次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正是對症下藥，為香港培養更多的愛國者，重建社會大眾對
教育界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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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教聯會理事

中央有關部門連日來在港就落實人大決
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聽取社會各界意
見。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表示，區議
會成為挑戰「一國兩制」平台，很多人提
出要取消選委會內區議會議席，即使不取
消亦要大幅削減數目。祛除區議會「瘀
血」，為區議會撥亂反正，正是本港大多
數市民的共同心聲。

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
不少香港市民歡呼，紛紛支持人大決定的
簽名行動，顯示市民對近年來反中亂港黑
暴氾濫、破壞香港法治安寧的深惡痛絕，
更反映中央出手為香港撥亂反正順民意、
得民心。

中央出手堵塞選舉漏洞，確保管治權掌
握在真正的愛國者手中，迫切必要，扎根
社區的愛國愛港工作者感受最深最強烈。

在審議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期間，南區建
設力量聯合南區各界聯會印製了100多條
支持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標語，在南

區的各主要街道和天橋懸掛，以營造支持
人大決定的聲勢。

誰知標語掛出不久，攬炒派區議員就以
標語違規為由向食環署投訴，結果在標語
掛出次日，我們就接到食環署通知，要求
馬上拆除標語，否則的話，他們就要強
拆。交涉無效，我們只好無奈把標語拆了
下來。

此後，我們利用食環署周末休息的日
子，適當調整位置重新懸掛標語，爭取到
一個周末的宣傳時間。

香港回歸祖國已23年，在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宣傳人大決定、表達中央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的民意，竟然阻力重重，要搞
「捉迷藏」、「打游擊」，好像做什麼不
能見光的事，實在讓人感到可笑又可悲，
香港究竟是誰家天下？

攬炒派區議員對宣傳「完善選舉制度、落
實『愛國者治港』」的標語怕得要死、恨得
要命，拚命投訴，正正說明中央出手英明果

斷，擊中攬炒派的死穴。
區議會被攬炒派騎劫之

後，愛國愛港地區組織舉辦
的團結居民、宣傳香港國安法、支持香港
警察等活動，經費都被取消；食環署拖延
清理黑暴文宣，清理愛國文宣卻積極又迅
速。

這些情況更加說明，特區政府、立法
會、區議會等管治權力部門不掌握在真正
的愛國者手中，香港的愛國愛港力量就會
被打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基不
斷被動搖，更加顯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令反中禍港者出局，勢
在必行，也任重道遠。

人大決定解決了選委會、特首及立法會
議員的選舉問題，廣大市民亦殷切期望，
中央要完善區議會選舉，把反中亂港分子
清除出區議會，徹底割除區議會的「毒
瘤」，讓區議會恢復專注民生、服務區民
的正常功能。

祛除「瘀血」為區議會撥亂反正
陳南坡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 南區建設力量主席 廣東省政協委員

全國人大「311決定」和去年的「528
決定」一樣，都是解決香港現實問題的治
本之策。「528決定」讓香港能夠「穩得
住」，「311決定」讓香港能夠「管得
好」。穩住了，管好了，香港的其他深層
次問題就有了解決的條件和基礎，「一國
兩制」就可以行穩致遠。

近些年香港問題叢生，已經偏離了「一
國兩制」軌道，這一點明眼人都看到了。
但香港問題很複雜，經濟民生、土地房
屋、政府效能、議會亂象、街頭暴力、校
園失序，乃至外部勢力插手、「港獨」甚
囂塵上，所有這些交織在一起，猶如一團
亂麻，不知道該從哪裡下手！

中央是清醒的，畢竟「一國兩制」制度
設計出自中央之手。對照「一國兩制」的
初衷，撥雲見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就看得
一清二楚。首先是「穩不住」。反中亂港
勢力內外勾結，搞「顏色革命」，社會動
盪、黑暴猖獗，香港有被分離出去的危

險。其次是「管不好」。逢中必反，逢政
府必反，無休止的拉布，政府幾乎喪失管
治效能。這兩個問題不解決，其他社會問
題都無法解決，而且只會愈演愈烈，最終
拖垮香港，葬送「一國兩制」。

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是有
前提的，其中就包括國家主體的制度不能
變，如果沒有了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
「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會吹的」。還包括
「必須由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
港」，脫離了這個原則，「港人治港」就
會變質。

令人心痛的是，這些年香港似乎忘記了
這兩個前提。反中亂港勢力不要「一
國」，直接威脅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香港失去了穩定的基礎。而這些不愛
國的人又可以通過參選，堂而皇之地進入
特區政權機關，干擾和破壞政府施政，香
港又怎麼能管得好呢？

中央對症下藥，於是就有了制定香港國

安法和完善特區選舉制度這套組合拳。
全國人大連續兩年就香港問題作出決

定，凸顯力度之大，意志之堅，但更重要
的意義在於從制度上解決問題。中央一再
強調「完善特別行政區同憲法和基本法實
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這就是說，建立
健全法律制度以及確保制度落實的執行機
制，才是完善特區治理的根本路徑。

香港回歸後一直存在兩個認識誤區，這
是導致政治迷航的更深層原因。一個是國
家觀的誤區，擺不正「一國」與「兩制」
的關係，甚至置國家利益與安全於不顧。
另一個是民主觀的誤區，盲目崇拜西方民
主，不考慮香港的憲制地位給民主發展框
定的邊界。全國人大的兩個決定，明確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構建符合
香港實際的民主制度，不僅從制度上建立
規範，也有助於香港社會從思想上撥亂反
正。

(本文轉載自《中國日報》。)

既要穩得住 還要管得好
蕭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