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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0日上午主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
后，栗战书作了讲话。

栗战书指出，本次常委会会议全票
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
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常委会组成人员
一致认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
幕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行动，专
门召开会议，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的相关
立法职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通过“决定+修法”，圆满完成了党中央
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立法任务，
彰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
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
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坚定决
心和共同意志。

栗战书说，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
认为，完善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
进行重新建构并增加赋权，调整和优
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
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
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

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
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建
立健全有关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机制
等，形成了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
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这些宪制
性制度安排，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
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
自治权结合起来，全面落实“爱国者治
港”这一根本原则，具有坚实的政治基
础、法治基础和民意基础，对于坚持和
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宪法
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宪制秩序，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

变、不动摇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
践不走样、不变形，确保香港长治久安
和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栗战书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行政长官落实全
国人大有关决定和修订后的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附件二，都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要依法及时修改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抓紧落
实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有
关事宜，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
动。有关方面要加强宣传阐释工作，讲
清讲透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的重要性、必要性、合法性，为法律实施
营造良好政治和舆论环境。

栗战书强调，随着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的完善和实施，随着“爱
国者治港”原则的有效贯彻，中央对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将得
到有效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
能将显著提高，香港各种深层次问题
将得到有效解决，香港将实现长治久
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
有的贡献。

栗战书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闭幕会并作讲话强调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
表决程序》。这对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护
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推动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
政治制度发展，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近几年来，特别是2019年香港
发生“修例风波”以来，香港社会出现一些乱象表明，香港特
别行政区现行的选举制度存在明显的漏洞和缺陷。全国人
大常委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
区选举制度的决定》的授权，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广泛听取
各界意见，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进行修改，就是要
及时堵塞香港选举制度的漏洞，确保“爱国爱港者治港，反
中乱港者出局”。经过修订的附件一、附件二，充分体现“一
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和依法治港原则，全
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有助于提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治理效能，体现参政议政的均衡参与，符合香港实际情
况，具有坚实的法治基础和强大的民意基础，具有充分的正
当性和显著的进步性，是促进香港民主制度稳步向前发展
的必要之举，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架构
中，身处重要岗位、掌握重要权力、肩负重要管治责任的人
士，必须是坚定的爱国者。此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设立必
要的安全阀，就是为了把“爱国者治港”原则落到实处，确保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权牢牢掌
握在爱国者手中，从而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坚
实的制度保障。根据修订后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在
香港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港实际情况、体现香
港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赋予选举委员会新职能并
调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将构建起一套确保“爱
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确保香港社会各界均衡参与、确
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效能有效提升，为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提供保障的有香港特色
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强调“爱国者治港”，不是在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搞“清
一色”，而是不允许不爱国的反中乱港分子进入香港特别行
政区的政权机关，防止香港成为反中乱港和外部敌对势力
颠覆国家政权的基地。任何有意愿参选的人士，只要符合

“爱国者”的标准，都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同时，通过
对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规模、构成以及产生方式的调整，
修订后的选举制度拓宽了香港居民的政治参与空间，丰富
了民主的形式，更有利于达到维护香港广大居民的根本利
益和整体利益、实现优质民主和社会公平的目的。无论过
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央关于循序渐进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
况、体现香港社会各界别各阶层均衡参与、促进香港社会整
体利益和广大民众福祉的民主制度的政策没有变，中央坚
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全
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需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作出比
原附件一、附件二更为具体的规定，既可确保准确落实本次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
举制度的立法意图，也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修订本地相关立法提供了依据。下一步，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依照全国人大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动，
为香港政治制度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政通则人和，人和则事兴。“爱国者治港”完全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只有爱国
者才能治理好香港。相信随着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在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治港者
带领下，香港一定能重回正轨，集中精力破解深层次问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
现全社会共同期盼的良政善治；香港一定会重新再出发，踏上长治久安的光明大
道，创造“东方之珠”的美好未来，谱写“一国两制”的崭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载3月3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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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
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张勇受访指出，这两个修订草案的
通过标志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
法权力、在国家层面、采用“决定+修法”
的方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立法工
作顺利完成，具有十分重要、十分深远的
政治意义、宪制意义和法律意义。

他介绍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该决定规定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其中第六
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的两个修订草案，就是对全国人大有关
决定内容的全面展开和具体落实。新修
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共12条，附件二
共9条，基本保留了原来的附件一、附件
二的名称、体例和框架结构，内容进一步
充实细化，更加具有操作性，特别是针对
香港回归以来选举实践中暴露出来的制
度漏洞和缺陷作了完善性规定。概括起
来，主要有五方面内容：

一是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明确规
定了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任期和
委员身份资格等事项，进一步扩大选举
委员会的广泛代表性。选举委员会的
人数由原来的1200人扩大到1500人，
组成由原来的四大界别扩大到五大界
别，每个界别300人。选举委员会每届
任期五年，委员必须由香港特区永久性
居民担任。

二是明确规定了选举委员会五大
界别内各个界别分组的划分、名额分配
以及产生方式，使选举委员会的覆盖面
更加广泛，进一步增强香港社会各界的
均衡参与。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设
18个界别分组；第二界别“专业界”设
10个界别分组；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
宗教等界”设5个界别分组；第四界别

“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设5
个界别分组；第五界别“港区全国人大
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
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设2个界别分

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产生继续沿用
原来的三种方式，包括当然委员、由提
名产生的委员和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三是完善和扩大了选举委员会的
职能，更有利于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
落实行政主导体制。概括来说六个字：
保留、恢复、增加，即保留选举委员会选
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的职能，恢复选举
委员会选举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的职
能，增加选举委员会参与提名立法会议
员候选人的职能。

四是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
选举制度。其中，基本保留原来的行政
长官选举制度，在提名机制等方面有所
调整，以确保行政长官必须由坚定的爱
国者担任；重点改革立法会选举制度，
更好地平衡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界别
利益和地区利益。立法会议员人数由
70席增加至90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
功能界别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分别产
生40名、30名和20名议员；同时对立
法会选举的提名、选民资格、选举方式
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五是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坚决把反中
乱港势力排除在香港特区政权机关之
外。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参加选
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
选举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此外，修订后的附件一、附件二还
就立法会的表决程序、两个附件的修改
权等作出规定，同时要求香港特区据此
修改本地相关选举法律，细化具体事
项，并依法组织选举活动。

张勇表示，这次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运用宪法权力从国家层面完善香港
特区选举制度，是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
全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的重大举措，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一国两制”根本宗旨，
巩固香港特区宪制基础。维护国家统
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

“一国两制”方针的根本宗旨。宪法和
基本法为实现这一根本宗旨提供了坚
实的宪制基础和法律保障。但近些年
的情况表明，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运作
出现偏离甚至损害“一国两制”根本宗

旨的苗头和迹象，特别是反中乱港势力
利用选举制度漏洞进入香港特区政权
机关，对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构成
了重大现实威胁。因此，中央有权力、
有责任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使“一
国两制”实践重回正轨并行稳致远。

第二，弥补选举制度漏洞，确保“爱
国者治港”。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在任
何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下，一个基本的
前提就是要确保选举出来的管治者必
须是爱国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完
善香港选举制度最直接、最重要的目
的，就是要有效弥补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中存在的漏洞和缺陷，确保行政长官必
须由中央信任的坚定的爱国者担任；确
保爱国爱港力量在选举委员会和立法
会中稳定地占据压倒性优势；确保反中
乱港势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进入香
港特区政权机关，进而为“爱国者治港”
提供坚实稳固、安全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三，提高香港特区管治效能，循
序渐进发展民主制度。早在30多年前
香港基本法起草时就明确提出，香港特
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应
该是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为保持香
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长官应有实
权。但近些年来，香港特区行政机关与
立法机关长期对立、立法会内斗无为、
社会管治效能下降、民主发展停滞不
前。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完善香港特
区政治体制特别是选举制度，改善治理
体系，逐步提升香港特区整体管治水
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根
本上解决香港长期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同时适时推进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
主发展，为最终实现普选目标作准备、
打基础，以良政善治达至长治久安。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总体思
路是：以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增加
赋权为核心，对选举制度进行总体规划
设计。”张勇说，理解“重新构建”，可以
把握几个要点：一是名称变化，原来是
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现在是选举委员
会；二是规模扩大，原来是1200人，现
在是1500人；三是界别增加，原来是四
大界别，现在增设了第五大界别；四是
分组优化，原来共有38个界别分组，现

在增加到40个，并对其中部分界别分
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调整。“增
加赋权”，则是指选举委员会在继续保
留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人选这项职能的
同时，又赋予其两项新的职能：一是选
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二是直
接参与提名所有立法会议员的候选人。

他表示，对选举委员会重新构建和
增加赋权，是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
全面总结多年的选举实践经验后作出
的重要制度性调整，也是这次完善香港
特区选举制度的重点。选举委员会在
规模扩大、界别增加、分组优化、职能增
加之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社会
各界参与度更加均衡，更能体现香港社
会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更加符合香
港作为一个国际化、多元化、高度发达
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也更加符合香
港特区作为一个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
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

修订前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规定了“五步曲”程序。新的附件
一和附件二通过后，是否还有“五步曲”
程序？对此，张勇答问指出，这次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决定+修法”的方
式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基于中央
对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决定权，运用宪
法权力、在国家层面进行的立法活动。
这与香港基本法原附件一和附件二规
定的修改程序，也就是“五步曲”程序，
在宪制基础和法律依据上是不同的。
今年3月5日，王晨副委员长在全国人
大有关决定的说明中明确表示，修订后
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经依法
公布施行后，原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有
关修正案同时废止。新修订的香港基
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明确规定，新的产
生办法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原
附件一和附件二及有关修正案不再施
行。据此规定，基本法原附件所规定的

“五步曲”程序不再适用。新修订的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还进一步规
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行政长官
产生办法、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的修改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
前，以适当方式征求香港社会各界意
见。据此规定，今后如果需要修改行政

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应当遵循新
修订的附件一和附件二所规定的法定
程序，不采用“五步曲”程序，也不存在
所谓的“双轨并行”。

他强调说，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依
法立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开展立
法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我相信，全
国人大常委会在必要时修改香港基本
法两个附件，同样会遵循这些基本原
则，一如既往，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广泛
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香港社会各界人
士的意见和建议。

中央通过“决定+修法”的方式完善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双普选”目标是
否仍然存在？对此，张勇表示，所谓的

“双普选”目标，是指香港基本法第四十
五条和第六十八条所规定的民主发展目
标。概括来说，就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和立法会议员将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
序渐进的原则，最终达至由普选产生的
目标。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是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并没有修改
包括上述两个条款在内的基本法正文。

“双普选”目标仍然是香港基本法的明文
规定，仍然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既定方
向。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行政长官和
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之所以用附件加
以规定，其实早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就
有过特殊考虑。这些具体的选举事项可
能会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需要作出适
当调整，由附件加以规定比较灵活，方便
在必要时作出修改。实际上，这两个附
件在2010年就曾经作出过修改。

他表示，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始终
支持并推动香港特区发展民主。早在
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作出
决定，明确规定2017年行政长官可以由
普选产生，其后立法会议员也可以由普
选产生。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
一次作出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行政长官
和立法会实现普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这些年香港民主发展裹足不前，纷争不
断，“双普选”目标遥遥无期，完全是反中
乱港势力刻意阻挠破坏的结果。在完善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全面实现“爱国者治
港”之后，香港民主发展的道路会越走越
顺，“双普选”目标会更早到来。

张勇还介绍说，设立香港特区候选
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确认选举
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
举中的候选人资格，这是确保“爱国者
治港”得以落实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在广泛征求意见过程中，内地和香港许
多人士都建议，选举制度应设置“安全
阀”，阻止反中乱港分子通过选举制度
进入政权机关祸乱香港、为所欲为，确
保香港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
者手中。全国人大高度重视这项建
议。3月11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有关决
定第五条专门作出规定，新修订的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对候选人资格
审查委员会的程序、要求作了进一步规
定。设置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制度，
是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必然要求，也是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
同意志。下一步，香港特区应当按照全
国人大有关决定和新修订的附件一、附
件二的要求，在本地立法中对这项制度
作进一步细化完善。

张勇应询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决定+修法”是在国家层面开展的
立法工作，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是香港
特区本地立法。需要着重做好两方面工
作：一是“加快立法进度”。考虑到香港
特区接下来需要组织开展一系列选举活
动，为确保特区政权机关顺利换届和政
治体制有效运作，香港特区应当抓紧完
成相关选举法律的修改。林郑月娥行政
长官近期也表示要尽快推进本地立法工
作。二是“准确有效对接”。全国人大有
关决定和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
附件二，从国家层面规定了香港选举制
度的基本原则、核心要素和主要内容，同
时也给香港特区本地立法留下了很大空
间。香港特区在本地立法中，应当与全
国人大决定和新修订的两个附件全面准
确有效对接，与国家立法一道，形成一整
套有利于“爱国者治港”、符合香港实际
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另外，香港本地
立法通过后，应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十七
条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
港特区政府在组织选举活动过程中，行
政长官应当就有关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

“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具有十分重要深远的意义”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勇

3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闭幕会并讲话。 新华社记者 丁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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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的产生办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3月30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予以公布，自
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30日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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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3月30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
和表决程序》予以公布，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30日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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