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寶龍五點希望
◆希望全體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做立
場堅定的愛國者。要牢記自己是中國一個地方的立法會議員，自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決落實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落實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敢於同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及損害香港繁榮穩
定的言行作鬥爭，積極促進香港與內地在各個領域的交流合作，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希望全體立法會議員支持、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行政主導的體制維
護者。行政主導體制是香港政治體制的一大優勢，要自覺將這個制度維護
好，主動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開創香港良政
善治新局面；並不是做橡皮圖章，只做表決機器，而是要繼續依法行使監督
權，對特區政府作出善意、誠懇的批評，不越位、不缺位，不瀆職。

◆要勤勉、務實、貼地、廉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言人。要深入社區和界別，了解
民意、洞悉民意，在此基礎上積極與政府部門溝通，為民發聲，全心全意為750
萬香港市民服務，真正做到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要用
辛勤工作和亮麗的業績，證明愛國者想幹事、會謀事、敢擔事、能成事。給香港
市民辦事情就是為國家做事情，給香港市民辦了多少事就代表為國家出了多少
力。

◆要勤於學習，不斷提升參政議政能力，做高素質的管治者。首先要熟讀憲法、
基本法，熟悉立法會議事規則，依法履職，同時要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鑑別
力，培養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不斷提高服務民眾、服務香港的能力。

◆善於團結協作，不斷提高立法會工作效率和整體的戰鬥力，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
者。新一屆立法會議員都是愛國者，不同政黨選區及界別的議員可以有不同意見，但
要良性互動，真誠溝通，從大局出發，求同存異，共同為香港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
服務，展示團結、文明、和諧、高效的立法會新形象。

來源：李慧琼引述夏寶龍講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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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寶龍勉全體議員開創立會新風貌
提五點希望 要求堅定愛國 維護行政主導 真正代言民意 提高素質

香港經歷數年的風波，社會對完善選舉

制度後的首屆立法會寄予厚望。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下午在深圳

會見了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部分議員，代表中央

與相關議員進行任職談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立

法會議員李慧琼、廖長江等昨日舉行記者會轉述夏

寶龍講話。夏寶龍在講話中對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提

出5點希望，包括希望全體議員做堅定的愛國者，

做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做真正的民意代言人，

做高素質的管治者，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

（相關新聞評論刊A8、A13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據三位議員轉述，夏寶龍的講話包括三個層面，包括香港特區立法
會過去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問題，香港特區立法會的憲制地位，

以及對新一屆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的希望。

令立會回歸本位發揮應有作用
夏寶龍說，香港特區立法會實際運作出現過問題，回歸以來立法會一
度偏離它的憲制定位，成為了反中亂港策源地和主要平台。他指出，立
法會各種亂象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選舉制度存
在漏洞，為反中亂港分子通過選舉進入立法會打開方便之門；第二是立
法會執行紀律不嚴，出現破窗效應，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在中央主導之
下，完善了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了堅
實的保障。接下來的任務，是令立法會回歸本位，切實發揮好在「一國
兩制」實踐和香港治理中的應有作用。
他表示，中央政府是真心實意在香港發展民主，香港的民主發展要符
合自身的實際情況，符合「一國兩制」原則，走香港特色的路，決不能
照抄照搬西方的一套，也不能夠在「民主」的幌子下，成為對內地實施
「顏色革命」的橋頭堡。要建立既符合「一國兩制」的要求，又有香港
特色的民主制度和制度自信。香港的當務之急是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破解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問題。

兩方面把握好立會憲制地位
夏寶龍強調，要從兩方面把握好香港特區立法會的憲制地位。第

一，香港特區立法會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下的地方立法機關，權力全
部來自中央通過基本法作出的授權，受到中央授權機構的監督。議
員在立法會的言行也都要遵守基本的政治規矩；第二，香港特區立
法會是行政主導體制下的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
合而且重在配合的關係，這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
容，也是香港特區立法會行使職權進行運作的基本遵從。

展團結文明和諧高效新形象
對於新一屆立法會和立法會議員應該展示什麼樣的新面貌、新氣象，
夏寶龍提出5點希望（見表）。他希望全體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全面準確
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希望全體
立法會議員支持、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做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
主動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開創香港良
政善治新局面；要勤勉、務實、貼地、廉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言人，要
深入社區和界別，了解民意、洞悉民意，積極與政府部門溝通，為民發
聲，真正做到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困；要勤於學
習，不斷提升參政議政能力，做高素質的管治者；要善於團結協作，不
斷提高立法會工作效率和整體的戰鬥力，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展
示團結、文明、和諧、高效的立法會新形象。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日下午會見香港特
區第七屆立法會部分議員，他向每人送出一份禮物，包括4本書，
分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法律匯編》、《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度法律文件》
和《「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送出禮物包括4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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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向新一屆
立法會議員提出5點希望，部分議員昨日表
示，中央官員會見新任立法會議員是首次安
排，充分體現「愛國者治港」新形勢下，中
央對立法會議員的重視和期望，他們定不負
使命，讓市民感受到新制度的新風貌，感受
到管治新風為市民帶來的獲得感、幸福感。
商界（第二）功能界別議員廖長江表示，過

往特區主要官員任命後，中央會與相關官員交
流溝通，今次與新任立法會議員見面及溝通交
流，為首次安排，相信這表達了「愛國者治
港」時代下，中央對立法會的期望。

中央非常關心港局面
九龍中地區直選議員、民建聯主席李慧琼

表示，她感受到中央對香港事務的關心，夏
寶龍親自與立法會議員會面，講出對立法會
議員的5點希望，相信這亦代表中央的期
望，代表中央非常關心香港局面，希望新形
勢下，香港真正能夠走向良政善治，解決深
層次矛盾。
選委會界別議員、工聯會麥美娟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90名議員將會積極
落實夏寶龍提出的5點希望，工聯會一眾立
法會議員必會盡力成為更接地氣的議員。
香港島西地區直選議員、新民黨主席葉劉

淑儀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場立法
會選舉比過往和平、安全、理性很多，這是
歷史的時刻，相信每個議員都知道自己的使
命是把握這個機會，根據夏寶龍提出的5點
希望，做好自己的職責，做盡責的立法會議
員。

處「香港要變」關鍵時刻
工程界功能界別議員、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
示，他昨日在深圳的會議上聽了夏寶龍的講
話，深受鼓舞，更感到作為新一屆香港特區立
法會議員責任重大，任務光榮。新一屆立法會
正處於「香港要變」的關鍵時刻，行政與立法
都要變，立法會議員要監督和促使政府改變思
維，落實良政善治。
保險界功能界別議員陳健波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今次見面安排令他感受到夏
寶龍對香港立法會議員的希望，既能監察特
區政府的運作，又能配合政府的施政。議員

要落實夏寶龍的要求，貼近民情、了解民間疾苦，主
要精力投放於立法會事務，為政府解決問題出謀獻
策，令市民感受到生活水平不斷提升。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新制度下，中央對新一屆立法
會非常關心，市民亦有好大期望。90名議員來自不同
黨派、界別同地區，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整體要團結
為民，多與市民溝通，知道市民的想法和困難，處事
不能離地，這樣才不負中央及香港市民的期望。
批發及零售界功能界別議員邵家輝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夏寶龍會見部分新任議員證明中央對立
法會的重視，並期望議員們能夠真正幫助香港走向良
政善治、改善民生、解決深層次矛盾，他希望大家一
起努力，做好議員的工作，讓香港再創高峰。

◆◆夏寶龍夏寶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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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因應疫情急速變化，昨日宣布
收緊多項防疫措施，包括周五起所有
食肆晚六朝五禁堂食，取消所有大型
活動等等。第五波疫情形勢嚴峻，政
府當然要做好最壞打算，採取最嚴格
防疫措施，爭取在最短時間內遏制疫
情擴散；與此同時，要認真汲取未及
時堵塞漏洞導致疫情擴散的教訓，全
面檢討防疫措施，抓緊時間對外防輸
入措施和病毒追蹤等方面補短板。疫
情數度反覆以致近日惡化，全港都是
輸家，市民必須自覺遵守防疫規定，
主動配合政府防疫，官民合作力爭盡
快控制疫情。

多位專家確認新一波疫情重臨，
昨日確診個案驟增至38宗，包括4宗
與輸入相關或本地源頭未明個案。
政府緊急宣布收緊防疫措施，而且
一步到位，除了沒有停課、停工
外，其他措施幾乎恢復到前幾波疫
情高峰期的力度。但是，Omicron病
毒的傳播力被形容為海嘯式，近期
歐美的單日新增個案數以十萬計，
甚至達到驚人的過百萬，此波疫情
的威脅實在不容小覷，政府充分評
估疫情走勢，做好出現最壞情況的
準備，是明智的決定。

政府已重啟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約
500張病床，但按照現時日均新增數
十宗確診的速度，一星期後隔離病床
就會面臨壓力，隨時造成醫療擠兌。
因此，政府要在短時間內加大加密對

密切接觸者的排查和病毒檢測的範
圍，力求盡快切斷病毒傳播鏈，避免
疫情失控惡化；另外，還要做好醫療
資源上的萬全準備。

其次，今次疫情源自機組人員的免
檢疫漏洞，事前傳媒和專家已多次預
警，可惜都未能及時堵塞；再加上
「安心出行」無自動追蹤功能，嚴重
削弱追蹤病毒的能力和效率，令控疫
費時失事。痛定思痛，亡羊補牢，現
在要抓緊時機，因應防疫的迫切需
要，迅速把機組人員免檢疫安排、
「安心出行」自動追蹤等防疫短板全
數補上，並盡早實施「疫苗氣泡」。
若仍瞻前顧後、猶豫不決，任由防疫
漏洞繼續存在，本港要付出更大代
價。

政府升級防疫措施下，食肆餐廳
晚市不能堂食，部分處所停止經
營，損失固然難免，但經過多波疫
情，市民應該認清孰輕孰重，深切
理解爆發疫情沒有贏家的道理，明
白疫情一日不受控，經濟復甦、與
內地恢復正常通關都將落空。全港
市民同坐一條船，應該自覺遵守防
疫措施，一方面積極接種疫苗，築
牢免疫防線，既自我保護也保護他
人；另一方面要減少一切不必要的
聚會或人員接觸，減慢疫情擴散速
度。短痛好過長痛，大家多行一
步，讓疫情盡快受控，遠勝過疫情
沒完沒了、反反覆覆。

控疫須政府痛下決心市民齊心協力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昨

日下午在深圳會見了第七屆立法會部分議員。夏
寶龍提出五點希望，要求議員們做立場堅定的愛
國者、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真正的民意代言
人、高質素的管治者、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
在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向興、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新形勢下，新一屆議員和香港
所有愛國管治者，應該以五點希望為明確指引，
盡職履責，以民為本，為民謀福，開創香港良政
善治新局面，以工作實效踐行初心，不負中央和
廣大香港市民的信任和支持。

夏寶龍的第一點希望，闡述的是對立法會議員
和管治者的根本憲制要求，即要全面準確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方針及基本法，做立場堅定的愛
國者。立法會議員參選時經過資格審查、當選後
進行了效忠宣誓，法理情都要求立法會議員必須
是立場堅定的愛國者，不僅要真誠擁護「一國兩
制」、效忠國家和香港，尊重和維護憲法和基本
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更要把愛國的立場和堅
持落實到行動上。內外反中亂港勢力的干擾破壞
不會善罷甘休，立法會議員責無旁貸肩負守護
「一國兩制」底線的重任，要敢於同損害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及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言行
作鬥爭。

第二點希望，是闡明立法會在香港管治架構中
的定位，要求議員支持、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做行政主導的體制維護者。中央主導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強化行政主導的
政治體制，提升特區管治效能。立法會議員作為
特區管治團隊的重要成員，既要理性監督、配合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有效施政護航，但也不能
做「橡皮圖章」「表決機器」，而要堅持行使基

本法賦予的監督權，盡心盡力履行「代表民意、
監督政府」的使命職責，對特區政府作出各種善
意、誠懇的批評，提出實事求是的建設性意見建
議，與政府精誠合作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
和諧。

立法會議員是經過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當然
要勤勉、務實、貼地、廉潔，做真正的民意代言
人。立法會議員肩負民意託付，勤勉履職、務實
為民是天經地義的要求，議員們必須選前選後一
個樣，時刻把市民和選民的訴求、利益放在心
中，想市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所
困，深入社區和界別，廣泛了解民意、準確把握
民情，積極與政府部門溝通，為民發聲，全心全
意為民服務。

要履行好議員職責，只有勤於學習，才能不斷
提升參政議政能力，做高質素的管治者。這是夏
寶龍對議員素質提出的基本要求。毫無疑問，新
的發展態勢和發展要求，對於立法會議員參政議
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香港面對土地房屋、就
業扶貧、創科發展、融入國家大局等諸多亟待解
決和提升的課題，立法會議員要善於問需於民、
問計於民、問效於民，汲取各行各業的智慧，提
出破解難題、加快發展的真知灼見，成為賢能的
管治團隊一員。

要匯聚眾智、凝聚眾力，立法會議員當然必須
善於團結合作，做立法會新風貌的開創者。新一
屆立法會議員構成多元、均衡、專業，代表各
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訴求，不同背景的
議員可以有不同意見，但一定要良性互動，真誠
溝通，從大局出發，求同存異，共同為香港的整
體利益、長遠利益服務，展示、開創立法會團
結、文明、和諧、高效的新形象和新局面。

按五希望盡職履責 開創立法會新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