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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鑫鸿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60100MA5RCFB07C）遗 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省建筑文化交流协会遗失

海南省社会团体会员费专用收据，

收据号码:7853221（第二联），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康涞医药有限公司公章、财务
专用章和合同专用章不慎遗失，现
声明作废。

●张铭乔遗失海口绿地鸿翔置业

有限公司绿地城项目，1050000元

收据一张，收据编号:0320809，开

具时间2019年3月3日，现特此声

明作废。

●冯乾乾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清水湾3
号二期C-11收款收据两张，系统

典 当

遗 失

减资注销

减资公告
经奥立电梯有限公司股东决定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

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000万元

减少至人民币200万元，原债权债

务不变，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

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联系人：

曾二妹 联系电话：19943334855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608908509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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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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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扫码查阅广告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票据号:3000306（金额 2241379
元）、3000472（金额997786元），
声明作废。
●孟建文不慎遗失儋州福安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白马湾和泰花园
B10栋1203房的一张交房收款流
程表收款交接单原件（编号NO：
0004213，金额4453元），现声明
作废。

广告·热线：66810888

海南【重庆城】投资商家招募令
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现就海南【重庆城项目49

号楼商业】招募投资商家，欢迎投资商家来电咨询及报名。海南·
重庆城，位于海南省西部儋州市白马井滨海新区第一组团，海南省
目前正在重点发展滨海新区，项目毗邻恒大海花岛、与洋浦自贸港
仅一桥之隔，交通便利，目前已形成独具重庆特色的超过3万方滨
海商业综合体。一、项目概况：49 号楼商业共 3 层，建面
3172.74m2，交房条件为清水房交付。二、招商标的：海南重庆城项
目49号楼商业。三、招商细则：1、意向投资商家与我司对投资购
买方案商议确定后，由意向商家支付我司房款，我司负责开发建造
49号楼。2、付款方式：投资方以一次性或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购
房款。3、交付日期：本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11个月，从开工建设
至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备注：具体图纸和招商详情欢迎来电
咨询。海南联系人：黄杰 13908346223；重庆联系人：陈文艺
17782316269。项目地点：海南儋州滨海新区滨海大道【重庆城项
目】儋州重庆建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大会堂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再
次为香港响起。3月 11 日下午，近
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按下表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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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票通过。

这是一个推动香港由乱及治的重
要决定。选举制度的完善将确保香港
特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
让反中乱港分子出局。

这是一个助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
的决定。它将引领香港摆脱政治争
拗，凝心聚力，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新
征程中尽显风采与优势。

这是一个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
稳致远的决定。它将让这一科学构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焕发新的
活力。

明媚的春光里，“东方之珠”洗净
征尘，重新出发。

香港何以为安？
2月28日，反中乱港分子戴耀廷

等涉嫌组织策划、参与去年“35+”“初
选”的47人，被香港警方以“串谋颠覆
国家政权罪”起诉。

所谓“35+”“初选”，是以所谓“公
民投票”为幌子，企图裹挟民意，协助
所谓“揽炒派”（“揽炒”意为同归于尽）
攫取特区立法会过半数议席（即多于
35席）。混入立法会后，这些“揽炒
派”议员就可以无差别否决特区政府
一切重要议案，瘫痪特区政府运作。

现行香港选举制度中，并无所谓
“初选”的制度设计。戴耀廷等人以
“初选”为名行“政治公投”之实，根本
目的是一步步夺取特区管治权，进而

“揽炒”整个香港。
在此之前，反对派“布局”下的第

六届区议会选举也是乱象丛生。爱国
爱港阵营参选者遭到“港独”激进分子
暴打，义工受到威胁不敢参与助选，连
拉票的街站都难以摆放。

反对派操控区议会选举，目的是
控制一半以上区议会议席，从而增加
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中的

“话事权”。
在港英当局统治的漫长岁月里，

“选举”一词与普通市民毫无关系。香
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贯彻落实，香
港政治民主循序发展，港人依法享有

前所未有的权利。
港岛添马舰，新旧香港的历史交

汇地。这里曾是殖民统治时期英军的
海军基地，而今，特区政府总部大楼和
立法会大楼建筑群拔地而起。“门常
开、地常绿、天复蓝、民永系”的设计概
念，凸显“港人治港”的城市新姿态。

然而，立法会大楼的落地玻璃，却
一度映照出令人心碎的画面。

2019年7月1日，“黑暴”分子闯入
立法会大楼，损毁议事厅和特区区徽，
撕毁基本法，煽动成立所谓“临时政
府”。事后，人们愤怒地发现，给这伙人
指路的居然是某些立法会反对派议员。

“拉布”，指通过冗长辩论阻挠议
事。从2019年10月到2020年5月，
在反对派议员故意“拉布”下，立法会
内务委员会长时间停摆，多达14个法
案不能及时审议，超过80个附属法例
得不到处理。

在观塘经营茶餐厅的香港市民李
凯瑚期待立法会赶快通过刺激旅游的
政策，但她的愿望被一天天延宕下
来。这让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她终于看
懂了反对派的“政治”：“他们完全是

‘为反对而反对’！”
更有甚者，有人身为特区立法会

议员，却宣扬“留案底的人生更精彩”，
以此美化暴力、怂恿年轻人违法抗
法。还有人甘愿充当外国和境外势力
的政治代理人，协助其干涉香港事
务。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了
从政者理应遵从的基本政治伦理。

“香港选举制度的最大漏洞就是
把关不严。”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
兆佳直言，对候选人的资格缺乏完备、
严谨的审查机制，导致大量反中乱港
分子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

2020年底，香港市民评出年度汉
字——“安”。“安”字寓意安全、安定。
在香港，何以为安？

“只有实现了‘选举制度的安全’，
国家安全、香港的安全才有保障，选民
才能‘安全地选举’。”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建说。

爱国者治港
1月29日，在特区政府水务署任

职的马志成打开印有“私人保密资料”
的信封，在里面的文件上郑重签下自
己的名字。

马志成签署的这份文件，是香港
公务员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特区政
府声明确认书。

“修例风波”期间“黑暴”肆虐，一
些公务员也卷入其中。身为香港工会
联合会属会政府人员协会主席，马志
成看在眼中，痛在心里。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特区政府公
务员事务局要求全体现职公务员宣誓
或签署声明。2020年12月18日，香
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还专门举行了公务
员宣誓仪式。

“看到这件事终于成功落实，得到
了圆满的结局，我们就无愧于祖国、无
愧于市民了。”马志成说。

香港同胞的爱国情怀，从来都真
挚而热烈。

1984年除夕，香港歌手张明敏以
一曲《我的中国心》，一夜之间红遍大
江南北。歌曲蕴含的爱国之情，深深
打动了亿万观众。无论是“九八抗洪”
还是“汶川地震”，香港同胞的善举义
行，让内地同胞感动不已。

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
香港知名人士时，提出了那段著名的
论断：“‘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
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
治理香港。”

什么叫爱国者？尊重自己民族，
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
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稳定和繁荣，是为
爱国。

1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听取香
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2020年度述职报告时指出，香港由乱
及治的重大转折，再次昭示了一个深
刻道理：要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
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

“放眼世界各国各地区，爱国是对
从政者最基本的政治伦理和法律要
求。香港也不应例外。尤其对身处重
要岗位、掌握治理权力的人来说，符合
爱国者标准是最起码要求。”全国人大
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说。

“爱国者就是支持‘一国两制’，热
爱我们的国家，支持中央全面管治权，与
国家同命运共发展，不要跟外国勾结，不
要把香港变成反国家的基地，不要搞‘港
独’。”曾任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立法
会议员、民建联主席的谭耀宗说。

斗转星移。回归祖国20多年，爱
国始终是香港的底色，是广大港人情
之所系。

今年两会期间，香港多个社团组
织举行“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

‘爱国者治港’”街站签名活动。很多
市民前来驻足了解，并郑重签上自己
的名字。

香港紫荆研究院抽样调查显示，
八成以上市民认同必须坚持“爱国者
治港”原则，近七成市民支持中央依法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弥补制度漏洞。

“只有坚决落实‘爱国者治港’，‘一
国两制’才能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
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才能得到根本保
障。”香港《大公报》社评这样写道。

共赴百年之约
北京人民大会堂，一座与香港有

着不解之缘的建筑。
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在

这里签署；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在
这里通过；202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
会在这里表决通过香港国安法……

2021年3月，香港事务再一次进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程，恢宏的人民大
会堂再一次见证香港发展的关键时刻。

高票通过的涉港决定，扩大了香
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的规模，
覆盖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
面代表；对选委会和立法会结构进行
优化，更好地将国家利益与香港社会
整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候选
人资格的审查，落实“爱国者治港”，切
实维护国家安全。

“此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充分
体现了‘均衡参与’和‘协商民主’原
则。”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
王振民说，经过“决定＋修法”分步推
进，“爱国者治港”将真正得到落实体
现，香港的管治权将牢牢掌握在爱国
爱港者手里。

盼望香港特别行政区早日正本清
源，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
样——这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14亿
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香港国安法已实施，完善选举制
度后，香港就能拥有正常、平稳的发展
环境。香港各界人士可以更好地把握
国家发展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形成符合

香港实际情况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选举产生的各级议员就能真正发挥议
政作用，更好服务选民。

香港立法会大楼的落地玻璃依然
明亮，映着不远处的碧海云天。

对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
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浪费的时
间抢回来”。

去年5月，根据无记名投票结果，
时任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再度当
选。她努力加快法案审议工作。此
后，被耽搁一年多的《国歌条例草案》
恢复审议并刊宪，一系列有利行业发
展和市民福祉的法案相继通过。

“减少不必要的政治内耗，我们可
以更加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
生。”展望全国人大决定将为香港带来
的变化，李慧琼充满信心。

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
张志刚看来，“一国两制”方针有着强
大生命力，“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
区制度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定
型，一些管根本、管长远的规矩立起
来，各种深层次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
决，香港就能从根本上实现长治久安。

从张志刚位于香港中银大厦办公
室的玻璃窗向外眺望，国际金融中心
二期与环球贸易广场——两座香港最
高的摩天大楼，遥遥相望，当中是大型
货轮穿梭往来的维多利亚港，“东方之
珠”美丽的容貌如画卷般展开。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
交汇点上的东方大国，早已告别屈辱
和苦难，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逐梦航程，海阔天空，风景独好。

深度连接中国与世界，这是香港不
可替代的角色和优势。“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为香港擘画了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宏伟蓝图。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从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到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随着“一国
两制”深入贯彻和健康发展后劲的不
断增强，香港将加快摆脱阴霾，迈向良
政善治，与祖国一道共赴百年之约。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重新调校坐标的“东方之珠”，必
然焕发更加璀璨的光彩！

（新华社北京3月13日电 记者赵
丹平 刘畅 赵博）

为了“东方之珠”更加璀璨
——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为“一国两制”保驾护航

新华时评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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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堵
塞香港选举制度漏洞、维护香
港社会整体利益、造福香港民
生福祉，迈出了重要一步。决
定立足香港实际情况，极具针
对性地处理现行制度在选举
程序、人员准入和民意基础等
方面的突出缺陷，将有效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确
保香港长治久安。

全国人大此举堪称针对香
港诸多乱象的一剂“猛药”。近
年来，越来越多的反中乱港势
力登堂入室，以立法会和区议
会为平台干扰特区政府施政、
冲击特区宪制秩序。美西方外
部势力加大干预香港事务力
度，扶持政治代理人策动港版

“颜色革命”。凭借香港现行的
选举制度，已无法应对风险和
挑战，其中尤以审查制度的缺
失与疏漏为最。

长期以来，香港立法会选
举的“把关”工作，只能靠由普
通公务员担任的选举主任处
理。在 2016 年的立法会选举
中，尽管香港选举管理委员会
要求参选人按法律规定签署声
明，表明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
忠特区，但这一规定却没有得
到很好执行，绝大多数当选的

“揽炒派”都没有签署。建立严
谨完善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
度，已成当下的燃眉之急。

此次全国人大要求设立候
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任务明
确且范围广泛。该委员会负责
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
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
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把关”
必将更有系统性，更具执行力
和公信力。同时，香港还将健
全和完善有关资格审查制度机
制，确保候选人资格符合香港
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全国人大
有关解释和决定，以及香港本
地有关法律规定，避免此前“门
户洞开”的危机。

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非常
明确，就是要把反中乱港分子
排除在香港特区治理架构之
外，确保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
立法会议员等都是由真正的爱国者担任，确保
香港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有效防止
反中乱港势力夺取特区管治权。

现行选举办法无法准确反映最广泛的香
港民意，这是香港选举制度另一项重要缺陷。
特区立法会选举的分区直接选举部分采取比
例代表制，同时配合最大余额法分配议席，其
原意是希望有多元化意见。但是，按此办法，
得票率低于10%的候选人也可以胜出，导致不
少激进“港独”分子钻空当选。如2016年立法
会宣誓就职时，公然展示“港独”旗帜、修改誓
词侮辱国家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二人，当选时的
得票率均不足10%。

按照此次全国人大相关规定，由五个界
别、共1500名委员组成的新选举委员会，选举
产生立法会部分议员，参与立法会议员候选人
提名。这必有助于突破某个界别、某个地区、
某个团体的利益局限，弥补现行制度下功能界
别和分区直选代表性的不足，更好代表和保障
香港最广大居民根本利益，拓宽和夯实民意基
础，切实有效防范反中乱港势力以非法方式操
控选举。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一国两制”在实
践中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确保管治权握在有
能力的真正爱国者手中，香港将清除危害国家
安全和香港安定的祸源，重回“一国两制”正
轨。特区治理架构和社会各界将聚精会神谋发
展，一心一意振经济，以革故鼎新的积极姿态，
真正下力气破解香港深层次难题，用好“十四
五”规划带来的重大机遇，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通过联署签名和
摆设街站等方式，表达对全国人大涉港决定
的坚定支持。“选出真正为香港好的人”“填补
选举漏洞，保持香港繁荣”，成为香港民众的
强烈呼声，人心向背一目了然。毋庸置疑，为
香港人谋福祉的制度才是真正的好制度，完
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将不会辜负这份责任和
期望，必将为700多万香港市民带来更为安定
和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香港3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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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
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这是一个推动香港由乱及治、助
力香港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受到广大
香港市民大力支持。但是，在某些西
方人权民主“教师爷”们眼里，这却是
继香港国安法之后，又一个必须予以

“强烈反对”的决定，因为它“损害香港
民主”，是“对香港自治的直接攻击”。

自全国人大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的消息公布以来，美西方反华政
客再次跳将起来、横加指责。据报道，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发表声明，称完善
香港选举制度是“收紧对香港人基本
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控制”；七国集团指
责此举“决心消除香港的反对声音”；
还有西方人士批评落实“爱国者治港”
原则是“民主倒退”。美欧一些媒体危
言耸听，称这将“削弱国际社会对中国
的信心和信任”。

上述言论沿袭了美西方在香港问
题上的一贯论调，其中至少存在三大
谬误。

谬误之一：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

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目
的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在
香港特区政权架构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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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
天经地义，而且符合基本政治伦理。

放眼全球，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公
职人员和参选者效忠国家、尊重宪法，
这是世界通例。大多有成文宪法的国
家都要求公职人员宣誓保护自己国家
的主权、领土完整，尊重及遵守宪法，
保护国家利益。美国不但制定了议员
宣誓效忠和资格丧失的法律规定，历
史上还多次据此取消国会议员资格。

美国还有着非常严密的防范外国
干预选举的法律规定，国会众议院最
近刚通过关于选举法律修改的议案。
但美国一些人却对中国完善香港特区
的选举制度横加干预，这是何等鲜明
的对比！

某些西方政客对本国政治实践中
的做法不持异议，却对中国的合法、必
要之举指手画脚，对中国的抹黑、攻击
完全不顾事实与法理。这是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
“美国总统选举乃至各级官员、

议员的选举，都是在比拼候选人谁更
爱美国、能否令美国更繁荣强大，为
何不能要求香港选举的参选人爱自
己国家？”香港时事评论员冯炜光强
烈质疑。

谬误之二：所谓“损害
香港民主”是无稽之谈

在全球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决定
地方选举制度，这是所有单一制国家
共同的宪法制度和政治实践。例如在
法国，地方议会的选举制度是由法国

国民议会通过法律加以规定的。
中国也是单一制国家，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它拥有并行使着主权者的权力。中
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
度，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区政
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制度的决定权在
中央。

最近几年，反中乱港势力利用香
港选举制度漏洞，进入特区治理架构，
肆意妄为，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破坏香港宪制秩序和有效管
治。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修改完善
相关制度机制。这既是全国人大的权
力，更是全国人大的责任，完全符合宪
法和香港基本法要求，合法性与正当
性不容置疑。

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问题上，中
央举办研讨会、座谈会、征询特区政府
意见，以多种形式听取香港社会各种
声音，未来也将继续以多种形式广泛
吸纳民意。这哪里损害了香港民主？

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主任张晓明明确指出，强调“爱国者治
港”不是说要在香港的社会政治生活
中搞“清一色”，将来在香港立法会里
仍然会听到不同声音。何来“消除反
对声音”？

“中央是为了避免反中乱港分子
继续利用选举制度漏洞危害香港繁荣
稳定，这符合民主制度原意，绝非损害
香港民主制度。”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

法研究会会员朱家健说。

谬误之三：“民主倒退”
说罔顾香港实际情况

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央严格按照
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稳步推动香港民
主制度在法治轨道上前进。

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为了
保障香港民主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
内、在宪法和基本法轨道上，更健康、
更顺利向前发展。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原副院长
顾敏康说，按照基本法第45条，普选
产生特区行政长官是目标，但这必须
根据香港实际情况进行。而当前香港
实际情况是，反中乱港分子利用选举
制度漏洞谋夺特区管治权，企图搞乱
香港。因此，必须先完善相关选举制
度，将管治权掌握在真正的爱国者手
中，才能循序渐进地推进符合香港实
际情况的民主制度。

“根据全国人大决定，全国人大常
委会将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对
于正文部分不会作出调整。这再次表
明中央有诚意实现基本法第45条所
提出的目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香港民建联会务顾问谭耀宗说。

正如张晓明所指出，反对派特别
是“泛民主派”里面也有爱国者，他们
将来仍然可以依法参选、依法当选，

“将来香港立法会的民意代表性会更
加的广泛”。

所谓“民主倒退”，事实依据何在？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西方

“教师爷”们之所以竭力阻挠“爱国者
治港”原则落实，就是想继续利用香港
现有制度漏洞，扶植更多反华势力代
理人混入特区治理架构，最终将香港
变为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基地、遏制
中国发展的“棋子”。

事实胜于雄辩。香港由乱及治的
历程，让广大市民越来越看清谁是真
心爱护香港，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以
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必要之举。紫荆
研究院近日民调显示，八成以上香港
市民认同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原
则，近七成市民支持中央依法完善香
港特区选举制度。连日来，在香港各
地，大量市民前往街站，签名支持“爱
国者治港、乱港者出局”。

公道自在人心。在联合国人权理事
会第46次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70个
国家作共同发言，重申支持中国在香港
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呼吁停止
干涉包括香港事务在内的中国内政。
这表明中国政府在涉港问题上的立场
举措得到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随着选举制度的修改完善，香港
将形成一套新的符合本地实际、具有
香港特色的选举制度；香港的民主不
仅不会倒退，反将更加优质高效。西
方“教师爷”们的无理说教可以休矣！

（新华社香港3月13日电 记者
周文其）

西方“教师爷”在香港问题上的三大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