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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必須有制度支撐

中聯辦：人大決定非常必要和迫切
【香港商報訊】中聯辦發言人昨日表示，香港社會普遍關注 「完善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制度」 議題，被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議程。王晨副委
員長就決定（草案）作出說明後，香港社會各界紛紛發聲支持，普遍認為這是
確保 「愛國者治港」 得以落實的制度性安排，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要之舉，意義重大、影響深遠。作為最高國家權力
機關的全國人大連續兩年審議涉港重要議題，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推動 「一國
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的堅定決心和歷史擔當。
發言人指出，習近平主席年初在聽取林鄭月娥行政
長官述職時明確提出 「愛國者治港」要求，是對 「一
國兩制」內涵和要義的最深刻總結、最凝練概括。連
日來在香港社會引發強烈關注和深入討論，並逐步形
成這樣的共識： 「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的核
心要義、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港人治港」的最
低標準。在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管治
權，都必須始終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才不會受到威脅，這是普世公理。只有
真正的愛國者，才會珍惜香港的繁榮穩定，才能全面
準確理解 「一國兩制」方針，才能堅守 「一國兩制」
原則底線，從而確保 「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選舉制度作為特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符
合 「一國兩制」方針，必須為全面貫徹、體現和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堅實保障。

充分考慮香港現實需要和具體情況
發言人指出，近年來，一些反中亂港分子和本土激
進分離勢力，在美西方反華勢力支持煽動下，利用現
行選舉制度漏洞進入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肆無忌憚
進行反中亂港活動，散布 「港獨」主張，抗拒中央管
治，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甚至與外部敵對勢力勾連，
企圖通過操控選舉奪取管治權。這些行為和活動，嚴
重損害香港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嚴重挑戰憲法、香
港基本法和國安法權威，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嚴重破壞香港社會大局穩定，嚴重損害香
港民生福祉，充分表明現行選舉制度已經存在明顯漏
洞和缺陷，必須採取堅決措施予以解決。正本清源、
築牢屏障，在制度安排上確保 「愛國者治港」，是維
護 「一國兩制」制度安全的迫切之舉，也是確保香港
特別行政區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的當務之急。
發言人表示，用 「一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回歸問
題，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這一基本國策符合國

家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的根本福祉。中央對全面準確
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負有最大責任，對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負有最大責任。政治
體制問題是中央事權，面對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出現
的漏洞和風險，中央從憲制層面修改完善相關制度，
是其權力和責任所在，具有毋庸置疑和不可挑戰的權
威性。同時，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香港
社會關注度極高的政治議題，中央對此十分審慎，有
關部門已經並將繼續以多種方式廣泛聽取、吸納香港
社會各界的意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 「決定+修
法」分步推進的方式，在憲制層面對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選舉制度進行完善，完全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的有關
規定，充分考慮了香港的現實需要和具體情況，具有
堅實的法治基礎、政治基礎和民意基礎。
發言人最後強調， 「愛之切，則為之計深遠」，完
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港」，是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確保 「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的必然要求，是香港社會早日停止政治爭拗、
心無旁騖謀發展，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由之
路。做好這項工作，功在當今，惠及長遠。
澳門政府昨日表示，堅決擁護及支持全國人大審議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指澳門建立了符合澳
門實際的選舉制度，形成 「愛國者治澳」的良好局
面，而鞏固這個局面，是澳門所有居民的共同責任。
澳門中聯辦表示，始終堅持 「愛國者治港」，事關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指全國人大的決定草案，
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具有無可置疑的合法性、正當
性、必要性。

外交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完全是中國內政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香
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是中國

昨日上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第三排右四）列席十
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式。
中通社
的地方選舉制度，如何設計、如何發展、如何完善完
全是中國內政。汪文斌表示，從世界範圍看，由國家
決定地方的選舉制度也是所有單一制國家共同的憲法
制度和政治實踐。中方在涉港問題上的立場得到國際
社會大多數成員的理解支持。
他指出，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
心 堅 定 不 移 ， 堅 持 貫 徹 「一 國 兩 制 」 、 「港 人 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堅定
不移，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
任何插手香港事務、對華施壓的圖謀都不會得逞。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昨日表示，十三屆全國人大
四次會議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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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是堅持和完善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全面貫徹、體現和落實 「愛
國者治港」原則的必要之舉，是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要之舉，具有
堅實政治基礎和法治基礎，將有力保障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
港選舉制度是中國的地方選舉制度，如何設計、如何
發展、如何完善完全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
涉。

政團指人大決定撥亂反正利港福祉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十三屆全國人
大四次會議昨日開幕，將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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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案）》的議案。本港團體包括多個政黨都給予好
評，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指出，人大決定為 「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民建聯、工聯會、經
民聯等政黨都支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落實 「愛
國者治港」原則。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認為，人大決定符合香港實際情
況，有利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並為 「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打下堅實基礎。大聯盟表示，憲
法、基本法及香港國安法中的相關條文，都提到完善
特區選舉制度是中央事權，故是次議案合法、合情、
合理；中央今次制定政策的做法不僅有利香港社會的
整體發展，更有利於社會日後集中精力解決深層次矛
盾，保障香港市民福祉。
民建聯相信人大的決定能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保障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讓 「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該黨認為現行香港的選舉制度存在漏洞，讓亂
港分子有機可乘，進入特區權力架構，肆意阻撓特區
政府施政，製造社會矛盾和動亂，對抗中央，甚至鼓
動 「港獨」分離主義，勾結外國勢力；這偏離 「愛國

者治港」原則，威脅 「一國兩制」的有效落實，損害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故認為人大決定是必
要和及時的。該黨亦指，完善本港選舉制度完全是中
央事權，在草案獲得通過後，該黨會全力配合特區政
府作出必要的本地立法工作。
工聯會堅決支持人大完善相關制度和機制，確保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工聯會
指 ， 回 歸 以 來 ， 由 於 制 度 漏 洞 ， 「黑 暴 」 、 「攬
炒」、 「港獨」分子伺機進入到政制架構及政治活
動，包括立法會、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及區議會等。
「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方針的核心要義，全
力支持完善選舉制度，確保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
構的組成人員、重要法定機構的負責人，以及公職人
員等，都由真正的愛國者擔任。

管治者須真誠為市民服務
工聯會於昨日起一連三天舉行 「支持全國人大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簽名行動，在全港
多區設置街站，期望市民一同發聲支持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讓社會得以繼續向前發展。
經民聯認為，只有完善選舉制度，確保由愛國者
加入管治架構，提高管治和議政質素，香港才能撥

亂反正，社會重回正軌，重新聚焦經濟發展、改善
民生，實現長治久安。該黨認為香港目前正處於由
亂 及 治 的 關 鍵 時 期 ， 全 面 落 實 「愛 國 者 治 港 」 原
則，可根除制度隱患，確保香港的管治權牢牢掌握
在愛國者手中，真誠為香港市民服務，將有助解決
香港深層次問題，讓社會重回正軌，聚焦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
自由黨認為此舉撥亂反正，而且有必要性，能使香
港重回正軌。該黨將繼續支持 「港人治港」，並認為
人大今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能助香港長遠發
展。
新界社團聯會認為 「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
方針的應有之義和核心要義，是實行 「港人治港」的
最低標準及必然要求。該會收集超過 28 萬屬會會員的
廣泛意見，認為香港只有 「愛國者治港」才能夠保障
每一位市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生命財產健康的安全。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認為 「愛國者治港」是
「一國兩制」的核心要義，堅決落實才可令香港各界
團結一致，更快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香港政協
青年聯會、香港青年聯會等青年團體也認同落實 「愛
國者治港」，才可維護香港根本利益，有助香港正本
清源。

商界撐「愛國者治港」
護繁榮穩定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
四次會議將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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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香港中華總商
會(中總)、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香港中國
企業協會等本港商界團體均表示支持，相信透過完善
香港的選舉制度，有助維護 「一國兩制」憲制秩序，
讓社會盡快回復正軌，從而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
中總相信透過完善本港的選舉制度，適當修訂一些
不符合國家利益和香港穩定發展的安排，必定能更好
體現 「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令 「一國兩制」實踐
不斷豐富和發展，保障香港繁榮穩定，為民主制度得
到長足發展。中總會長袁武表示，人大會議提出完善
香港的選舉制度，包括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等，對確保由 「愛國者治港」、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發展利益將發揮關鍵作用。
全國政協常委、中總永遠名譽會長蔡冠深指出，今
次議案有利重新構建並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和權
力，亦給予選委會直接參與及提名立法會議員的新職
能，相信可有序地擴大和提升香港社會各界的參與性
和代表性。
廠商會相信透過完善香港各級選舉制度，能夠維護
「一國兩制」憲制秩序，讓香港政治、社會、經濟等
盡快回復正軌。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分別肩負管治
香港和法例審議的重要職責，其行為操守理應具備相
當高的標準，但香港的選舉制度一直存在漏洞，令一
些只為宣揚個人政治主張，而非真誠服務香港的人士
有機會存在於管治或立法架構，不但破壞特區政府有
效施政，更助長了前年所發生的連串暴力事件，挑起
市民對立和 「港獨」歪風，令香港的法治、社會秩
序、經濟民生，以至國際形象備受重擊。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指出，中央要求由擁護基本法和
效忠特區的愛國者治港，是理所當然之事，而去年全
國人大會議通過制定香港國安法的決定後，為貫徹
「一國兩制」開創新局面，令本港社會逐漸穩定，成
效有目共諸。他期望全國人大會議完善本港選舉制度
後，可以撥亂反正，重建和平、理性的政治生態，減
少社會內耗，聚焦經濟和民生發展。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表示，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將 「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列入議程，完全
符合 「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的實際情況，是確保
「愛國者治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必要之舉。香港近幾年出現
的亂象表明，現行的選舉制度存在明顯漏洞和缺陷，
為反中亂港勢力奪取特區管治權提供了可乘之機，必
須採取必要措施完善，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
治港」，依法施政和有效治理。

贛榆歡樂海岸城將於今年 5 月正式開業
記者近日從中國北大荒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股票簡稱 「中國北大荒」，00039.HK）獲悉，作
為該集團投資的重大項目，江蘇連雲港贛榆歡樂海
岸城 2020 年試業順利，2021 年 5 月將正式開業，前
景可期。
贛榆歡樂海岸城位於 242 省道與徐福東路交匯處，
緊鄰秦山島碼頭，直通青口港，隸屬省內首家以海洋
產業為主的贛榆海洋經開區。項目佔地面積 62808.6
平方米，建築面積 62195.7 平方米，包含 22 幢單體三
層建築，商舖 233 間，其中 300 平商舖 97 間，200 平

商舖 116 間，500 平商舖 20 間。
「
贛榆歡樂海岸城定位為集海鮮美食、休閒民宿、
康體娛樂、教育培訓、旅遊購物等六大業態為一體的
濱海體驗式商業街。在 2020 年試運營期間運營狀況
良好，今年會正式開業，相信在未來贛榆歡樂海岸城
會給這座城市帶來了 『國際範』的文娛節慶，讓大家
感受到追求優質生活的品牌氣質。」中國北大荒總裁
柯雄瀚如此介紹。
據悉，贛榆海洋科技城項目功能定位是面向日
本、韓國，立足中國沿海 ， 以冷鏈物流 、鮮活交
易、餐 飲服務為主，與科技研發 、 電子商務、 旅
遊展示 為一體的現代化海洋科技城 。項目計劃總
投資約 25.6 億元人民幣，總佔地約 506 畝，總建築
面積約 28 萬平米。項目包含冷鏈物流基地、海鮮
交易市場、電商服務平台、海產品展示交易中
心、海洋科技藝術館、歡樂海岸城等 6 個子項目。
黃鳳鳴

贛榆歡樂海岸城效果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