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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一國兩制」事業 共譜歷史新篇章
2021年5月1日（星期六）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首長熱議新選制 堅決支持落實
「愛國者治港」
立法會正審議《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貫徹、落實支持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香港海南社
團總會會長李文俊、創會會長張泰超、主席兼秘書長莫海濤、執行會長云海清以及總會各位常務副會長齊發聲，認為新選制能夠落實行政主導體
制、提高特區治理效能，增進民生福祉，營造安定社會環境和良好政治生態。首長們一致認為，落實「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核心要義，是
推進「一國兩制」事業的時代呼喚。香港必將抓住當前機遇，以獅子山下的團結精神，與國家共同發展進步，走向新的繁榮，譜寫歷史新篇章！

李文俊：穩定社會發展基礎 港青把握歷史使命

張泰超：支持完善選舉制度 勿失發展良機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長

海南省政協常委、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創會會長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出台並交立法會審議，把完善選舉制度
的安排具體化、清晰化，讓香港逐步實現良政善治之路。我堅決支持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並且建議特區政府、民間團體、社會各界要協助香港青年認識國家和融入國家發
展，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
中央領導人一直以來都關心、關愛香港青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7年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
大會、去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等關鍵時間節點，都為香港青少年指路引航，發
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日前舉行的十三屆全國政協第四十八次雙周協商座談會上，全國政協主
席汪洋強調，加強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要讓青年清晰認識到，祖國始終是香港最堅強的後盾，要牢牢把握
歷史使命和機遇，選擇正確道路，報效香港、報效國家，再次充分體現了中央高度重視香港青年工作。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福地，背靠內地，面向全球。確保香港國安法落地和落實「愛國者治港」，讓香港社
會環境安全穩定，青年可以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更有更好的發展基礎。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
國家改革開放下的重大發展戰略，香港青年可以在灣區內一展所長，前提是要有對「港青」二字的認同。
這種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對國家的認同，認識到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一國兩制」
前景有正確的觀念和認知。
我們要深入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加強港澳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論述，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原則。社會各界加強國情、國安教育，幫助香港下一代
樹立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和責任感，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在良好的社會和政治氛圍下，香港社會將比過去更需要年輕力量加入管治架構，香港青年應在服務國
家、服務香港的過程中，實現人生價值。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會積極做好青年工作，深入淺出向廣大香港青
年宣傳大灣區、國家真實情況，激勵青年建功立業、成就人生夢想。希望年輕人要把握好各種機遇，發揮
所長，共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為祖國作貢獻。

全國人大常委會3月30日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訂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出系統修改和完善。立法會在稍後時間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旨在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我對此堅決擁護支持，相信香港今後擺脫「泛政
治化」的困局，恢復正軌，能夠更及時掌握發展良機，在國家發展大局中貢獻力量。
只有「愛國者治港」，「一國兩制」才可以成功實踐。把這一原則制度化、法律化，切
實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穩定繁榮。近年香港泛政治化令人擔憂，面
對國家發展戰略的各種大好機遇，香港卻困於內耗，步步艱難。「泛政治化」使很多市民
感到厭倦，特別是在議會中產生的長期亂象，不斷消磨全港市民的福祉。種種跡象表示，不接受「一
國」、不接受憲法和基本法構成的憲制秩序的人，進入管治架構，根本不是為了貫徹「一國兩制」，他們
不可能治理好香港。如今，完善選舉制度來的及時，這關係到香港日後能否把握國家發展良機，擦亮「東
方明珠」的招牌，恢復活力，市民安居樂業。
所謂發展良機，擺在眼前的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大灣區不僅是地理概念，更是經濟現象，引領創
新、聚集輻射的核心功能作用。香港和珠三角地區有多年往來合作經驗，可以發揮自身的金融、專業服務
優勢，融入灣區創新產業鏈。根據特首林鄭月娥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所提到，香港完全具備發展創科的
優勢和條件，創科基礎相當雄厚，可見，香港除了本身多年來的金融中心地位，在創科方面也具有非常大
的競爭實力，能夠在大灣區建設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國家把機遇給了香港，就看港人能不能夠及時把握。常言道，「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對於香港來
說，完善選舉制度就是一個重要的準備工作，把所有阻礙發展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甚至消除，是所有愛國愛
港人士的共同目標。除了在制度上做好準備，還必須有合適的人實施，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貫徹和實施，必須由真正認識、了解「一國兩制」的愛國者來治理香港，相信已有廣泛
社會共識，接下來，中央和特區政府、香港社會要共同努力推出配套措施，培養有能力的、適任的治港人才。

重新規劃價值教育
莫海濤：
「一國兩制」後繼有人

完善選舉制度如及時雨
云海清：
推動香港穩定發展

完善特區選舉制度
朱鼎健：
充分體現「愛國者治港」

海南省政協常委、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主席兼秘書長、
香港瓊海同鄉會會長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執行會長、
香港文昌社團聯會會長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
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會長

新選舉制度能夠確保「愛國者治港」，保證「一國
兩制」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從而在「一國兩
制」的框架下進一步保證香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有
效治理，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選舉制度改革充分
體現了堅實民意基礎，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正當
性和進步性，我堅決支持及擁護。近些年來，香港出
現了一批反中亂港分子，這些人將香港的政治氛圍弄得
烏煙瘴氣，甚至以暴力、「私了」來打擊與他們持不同政見的人，導致很
多真心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愛國愛港人士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這些反中
亂港分子才是真正破壞了港人的民主和自由權利。因此，完善選舉制度，
保障了香港真正的民主權益。
此外，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曾經發表的調查結果，
超過 1000 名受訪者中，17.4%宣稱支持 2047 年後香港獨立，而在 15 至
24歲的組群之中，支持「港獨」的比率幾近四成。一些年輕人不但認為
香港獨立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更揚言不惜付出代價，推動「港獨」。
由 2003 年反國家安全 23 條的立法，到 2012 年反「國民教育」，再到
2019年修例風波，違法及暴力行動，是越演越烈。社會受害甚深，學界
亦不能倖免，在歷次動亂中，教師及學生的參與，竟然屬主要的群體。
青少年作為香港未來繁榮發展的希望，他們肩負着愛國者治港接班
人的使命，他們需要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他們還年
輕氣盛，分不清是非善惡，在他們成長起來之前，需要給他們一個安
定、有序、法制健全的社會環境，幫助他們追尋夢想，而不是捲入那
些搬弄是非的思想亂潮中。
早前中央政府斷然出手撥亂反正，全國人大通過國安法在香港落
實，香港局面才能穩定下來。現在配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不僅可以
消除制度機制方面存在的隱患和風險，確保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
港」，還可以幫助香港營造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環境，青少年也能夠
安心學習和勇敢追夢。「一國兩制」下的教育，必須要重新規劃，國
史、國情、國學乃至國安的價值教育，必須逐層深入開展，令青少年
健康發展，這也將為香港的繁榮發展和長治久安奠定人才基礎。

2021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以高
票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
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提出採
取「決定+修法」的方式分步推進，第一步是全國人
大作出決定，定出修改完善有關制度的基本原則與核
心內容，並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
二。第二步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
二，在國家層面完成修訂兩個附件後，特區將相應修改本地有關法律。
目前已經到了第二步的重要階段，新選舉制度改革不是一個終點，
而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在制度安排上，尤其是在選舉制度上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是香港實現善治的必由之路，推動香港更好發展。
香港正處於由亂及治的關鍵時期，在經歷了長久的政治爭鬥和社會動
盪之後，香港更需痛定思痛，形成人心所向的社會共識，掃除發展道
路上的障礙，讓反中亂港勢力出局，因此香港完善選舉制度如及時雨
一般，能夠彌補選舉制度機制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從而使香港在這個
關鍵時期穩定地向前發展，而不是止步不前。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作為愛國愛港社團，一直以來關心香港發展，高
度關注並支持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從一開始的積極響應人大決
定，第一時間發動瓊籍屬會開展街站工作，收集香港主流民意，用行
動支持人大決定，再到舉辦「2021 全國兩會精神分享會」，無不是以
行動證明着愛國愛港的態度，向全港市民宣傳有關決定的重要性及必
要性。
新選舉制度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一國」有底線，「兩
制」有邊界。相信會有更多真正愛國、有擔當、接地氣、真心為市民
和香港社會服務的優秀人才進入治理團隊，集中精力議事論事，香港
的社會環境才能更穩健，更加利於經濟社會發展。
隨着「愛國者治港」的全面落實和選舉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香港將
會重現活力，能集中精力解決深層次的矛盾與問題，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融入國家發展的大局，再創發展的奇跡，相信香港的明天會更
美好！

今年初，在北京透過視頻連線聽取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述職時，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指出，香港由
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再次昭示了一個深刻道理，就是必須
要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必須堅持「愛國
者治港」。換言之，「愛國者治港」是實踐「一國兩制」
的核心要義。到了3月中，經過中央廣泛聆聽和滙集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後，全國人大通過「311決定」，以
回應香港各界對保持社會安定繁榮的訴求，人大常委會隨後着手修訂香港的
選舉制度內部以體現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香港的「愛國者治港」指示。
3 月 30 日，終於全票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以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和表決程序》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遂為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揭開新的一頁。
修訂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能夠堵塞香港特區存在已久的漏洞和缺
陷，防範「反中亂港」分子藉這些漏洞和缺陷滲透選舉委員會、立法
會和區議會的特區政治架構，挑戰中央權威，破壞憲制秩序，阻撓特
區施政，癱瘓議會運作，對香港社會安寧和民生福祉造成嚴重破壞。
完善後的特區選舉制度，也同時能夠確保香港特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
在愛國愛港者手中，讓香港上下萬眾一心，凝聚力量解決社會的深層
次問題，帶領香港經濟再展翅騰飛。
我們堅定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
則，全力維護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今次的條例草案內容非常多，
審議完善選舉制度，體現了「愛國者治港」之下行政和立法互相合作
的積極作用。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新選舉制
度，有利於推進香港民主制度穩健發展，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穩
定和政權安全，提升並鞏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社會由亂及治的局
面。完善後的香港選舉制度更加包容開放，涵蓋更廣泛且均衡的政治
參與，讓香港民主品質得到提升。我相信，「愛國者治港」將能更好
地確保香港市民安居樂業，確保香港社會的長治久安。

林青

唐捷

蔡敏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旅港海南同鄉會會長

海南省政協常委、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

海南省政協常委、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貨船業總商會永遠會長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出台，是
要落實人大決定，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
民主制度，將有力維護國家利益，切實維護香港整體利
益。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是最自
由的經濟體。但是，長期以來，一些反中亂港勢力，卻刻
意搞破壞，威脅國家主權安全，有些還以暴力、「違法達義」等歪理荼
毒青年，誤導了一些青年，導致對國家的認識有偏頗，甚至以偏激手法
表達意見，令人痛心及擔憂。我認為，人大決定及時、必要，只有落實
「愛國者治港」，才能讓政治秩序穩定有序，社會環境安定繁榮。

從全國人大會議作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到全國人大
常委會修訂基本法附件，再到香港配套立法、審議，過程可
謂雷厲風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強調「愛國者治港」絕不是
要搞「清一色」、「一言堂」，而是要確保反中亂港分子不
能進入特區治理架構。條例草案體現新選舉制度有利於擴大
和保障香港社會各界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更充分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
益，更好保障最廣大香港居民的民主權利和根本福祉，使香港民主制度得
到健康發展。相信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有助於繁
榮穩定、得到香港市民支持的民主制度，就是好制度。

特區政府公布《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的內容和有關條文，落實3月11日全國人大有關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所作出的決定，對此，我全力支持及擁護。香
港立法會亂象嚴重阻礙特區政府施政，令香港發展停滯不
前，完善選舉制度十分必要，這能夠防止那些企圖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人借選舉進入特區治理架構，構建穩定、安定
的發展環境。此外，草案對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訂定委員的產生辦法、
投票人和候選人資格等均作出詳細而清晰的安排。相信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是豐富「一國兩制」內涵，與時俱進的必要舉措和明智做法。

韓陽光

卓遼志

王漢昌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資深會員事務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香港知青聯會長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萬寧同鄉會會長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

條例草案旨在具體落實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所作出
的決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兩個附件的修
改。這是一項香港回歸以來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我全力支持
特區政府推進有關工作，將「愛國者治港」原則落到實處。
去年國家就香港特區國家安全立法，從法律上堵塞香港國家
安全方面的漏洞，完善了國家安全的制度保障。今年國家再為香港完善選
舉制度，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加上特區政府正就基本法
第104條完善公職人員宣誓安排，香港在國家安全方面的體制和執行機制
更加健全。希望盡快完成本地立法，健全國家安全機制和基礎。

中央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確保參選人必須符合
愛國條件。「不愛國者」、「偽愛國者」、「突然愛國者」，
都不能再通過選舉制度進入管治團隊。這次香港選舉制度的
完善，是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穩定、
政權安全的必要舉措。市民要配合及支持特區政府維護國家
安全和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此外，在新
選制下，廣大愛國愛港青年要加強學習，了解國情，把握新機遇。培養內
在品質，堅定理想信念，提升專業知識，積極參政議政。要利用國家發展
大好時機，將自身發展與國家大戰略契合，必將成功在望。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將有助於提升香港的治理效
能，特區政府得以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社會帶來長治
久安，讓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和創科各領域續創佳績。需
要指出的是，從國家層面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並不意味
着香港特區失去相關參與權，它依然享有在「一國兩制」基
礎上的高度自治。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香港政界將有效避免原先的
「小圈子政治」、「否決政治」等弊端，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
度，從根本上提升香港民主的品質。通過制度讓香港重回正軌、重新出
發，為特區政府掃除依法施政的障礙，減少破壞性的政治內耗。

陳閃

詹漢欽

王錄興

海南省政協常委、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

海南省政協常委、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署理會長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香港北大滙豐校友（商）會會長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堅定支持香港循序漸進發
展符合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但是，多年來，香港因為缺
乏制度保障，讓一些反中亂港分子鑽了空子，立法會成了
他們破壞「一國兩制」的舞台。他們無不是利用選舉制度
漏洞，破壞社會穩定，成為香港民主制度發展的阻礙者與
破壞者。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才能為全面落實「愛國者治
港」提供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也是人大「決定」的根本出發點。當前，
條例草案出台，為香港的選舉制度帶來一次重大改革，更有助特區政府
解決土地、住房、醫療等深層次問題，推動香港社會經濟加速發展。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進入本地立
法階段，立法文件內容豐富、涵蓋面大。這是貫徹落實全
國人大有關決定，維護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利益。使立法機
構恢復正常運作，使特區政府順利推行利港利民政策、專
注解決經濟發展和民生問題，使企業盡快獲得正常營商環
境，使市民在繁榮穩定的香港安居樂業。要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
，建
議培養更多愛國愛港人才，學校要做好國情國安教育，教育界應致力提
升學生對香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了解，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集中精力於教學工作，引導下一代更好地為香港與國家發展作出貢獻。

人大決定完善選舉制度連同「十四五」規劃綱要中的香港
部分，既確保了香港擁有安定自由的環境，也給予了發展機
遇，提高港人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的積極性、使命感和責任
感。確保「愛國者治港」，是對香港民主制度的有力維護。
增強香港市民的家國意識和民族自信心。為解決住房、經濟
結構和青年發展等重大問題提供保障，融入國家雙循環，作為自貿港的鼻
祖，主動參與中央主導的海南自貿港建設（參照新加坡在內地的發展模
式，探討在同是自貿港的海南省設立「香港海南自貿園區」的可能性）
，
以解決香港因土地稀缺的發展瓶頸，以及青年就業和人才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