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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决定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 符合香港实际

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有利于

推进香港民主制度稳健发展。 完

善后的香港选举制度依然包容开

放，香港同胞广泛、均衡的政治参

与将得到更好保障， 民主质量将

得到提升。 反中乱港分子和境外

敌对势力对有关决定大肆歪曲抹

黑，攻击其是“开民主倒车” ，这

种陈词滥调既经不起事实检验，

也不符合世人认知。

回溯历史，香港在英国殖民

统治的 150 多年里毫无民主可

言，回归之后，香港同胞才真正

开始当家作主。近几年来香港社

会出现的乱象表明，包括行政长

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在内的选

举制度存在明显漏洞和缺陷。尤

其是选举制度的安全性不足，使

反中乱港分子得以通过选举进

入特区治理架构，使外部势力得

以通过多种方式深度干预和渗

透香港事务，为他们从事危害国

家安全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要

想使香港民主制度得到健康发

展，确保“一国两制” 行稳致远，

必须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关键是

要始终坚持和全面落实 “爱国

者治港” 原则。

经过此次修改完善后，香港

选举制度依然具有高度的包容

性与开放性。 众所周知，在世界

各国，一般只有具有本国国籍者

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基于

香港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大都市

特点，基本法规定，只要是香港

特区永久性居民，即可依法享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大有

关规定重申保障永久性居民的

这一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没有

将其限于中国公民。

“鞋子合不合脚， 只有自己

穿了才知道。 ” 香港选举制度付

诸实践的时间并不长，本身就需

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这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重点

是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

员会进行调整优化，并且赋予其

新的职能，除可以继续选举产生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外，还有权选

举产生立法会部分议员，并参与

立法会所有议员候选人的提名。

此举有利于扩大和保障香港社

会各界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更

充分体现香港社会整体利益，更

好保障最广大香港居民的民主

权利和根本福祉，对香港选举制

度的包容开放有助益而无损害。

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立

法会部分议员，这样的做法原来

就有。 针对所谓“开民主倒车”

的说法，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邓

中华指出，不能说恢复过去的做

法就是“倒退” ，“循序渐进” 不

能理解为每一次选举直选成分

都一定要增加，只要总的方向和

趋势是扩大民主，能更好维护香

港社会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保

障香港居民民主权利和根本福

祉， 这样的办法就是好办法，这

样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强调

“爱国者治港” ， 绝不是要在香

港社会政治生活中搞“清一色”

“一言堂” ， 而是要把反中乱港

分子排除在特区治理架构之外，

绝不让他们继续兴风作浪、肆意

妄为。 反对派特别是 “泛民主

派” 中也有爱国者，他们仍可依

法参选、依法当选。 将来香港立

法会的民意代表性会更广泛，在

立法会仍可听到不同声音，包括

批评政府的声音。 “开民主倒

车” 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爱之深则谋之远。 中国共产

党是“一国两制” 事业的创立者、

领导者、践行者，也是维护者，没

有任何人比中国共产党、中国政

府更懂得“一国两制” 的宝贵价

值，更执着地坚守“一国两制” 初

心。 民主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全

国人大有关决定就是要构建符合

香港实际情况、 有香港特色的民

主制度，将有力维护国家利益，切

实维护香港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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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后香港选举制度

依然包容开放体现均衡参与

———兼论所谓“开民主倒车”

2021 年是中国“十四五” 开

局之年，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的开局之年。 交通运输不仅是国

民经济的“先行官” ，也与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交通强国” 的图

景振奋人心。 未来五年，自驾出

行、日常通勤、快递物流……都

将迎来新的变化。

展望未来，我国将进一步完

善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强出疆入

藏、中西部地区、沿江沿海沿边

战略骨干通道建设，有序推进能

力紧张通道升级扩容。

其中，“世纪工程” 川藏铁路

建设将取得进一步发展。 国铁集

团董事长陆东福告诉记者， 国铁

集团将川藏铁路建设列为“头号

工程” ，举全行业之力组织推进。

去年 11 月 8 日开工建设以来，先

期开工的 “两隧一桥”（色季拉

山隧道、 康定 2 号隧道、 大渡河

桥）工程已形成了良好的试点示

范效应；雅安至新都桥、波密至林

芝正在组织招标，3 月底可实现

开工建设； 新都桥至波密正在进

行专项技术审查， 争取 8 月份招

标，四季度具备开工条件。

全国来看，“十四五” 期间，

铁路建设任务仍十分繁重 ，在

建、 已批项目规模达 3.19 万亿

元。 到 2025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将达到 17 万公里左右， 其中

高铁 （含城际铁路）5 万公里左

右， 铁路基本覆盖城区人口 20

万以上城市，高铁覆盖 98%城区

人口 50 万以上城市。

仅在长三角地区，“十四

五” 期间铁路建设投资规模预计

达 1 万亿元左右。 到“十四五”

末， 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将达

1.7 万公里，高铁里程约 9500 公

里， 较 “十三五” 末分别增加

4200 公里、3500 公里左右。

与此同时，轨道交通发展将

继续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交通一

体化。 我国将进一步加快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建设，构建高

速公路环线系统，有序推进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 到“十四五” 末，

我国将基本建成京津冀、粤港澳

大湾区、长三角轨道交通网。

“未来，长三角地区将率先

建成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通

畅、省会高效连通、地市快速通

达、县域基本覆盖、枢纽衔接顺

畅的现代化铁路网。 ” 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

师兼建设部主任武凤远说。

除了持续织密交通网，还要

进一步推进各种运输方式一体

化融合发展，提高网络效应和运

营效率。

“枢纽建设的内在含义，就

是要从单一的交通运输方式走

向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 东南大

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顾大松说。

在江苏南通市通州湾吕四起

步港区， 随处可见忙碌的建设场

景。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同通州湾

新出海口一期通道工程等， 构筑

成“港航货融合、江海河联动、公

铁水互通”的综合集疏运体系，成

为连接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枢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构建多层级、一体

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优化枢纽

场站布局、 促进集约综合开发，

完善集疏运系统，发展旅客联程

运输和货物多式联运，推广全程

“一站式”“一单制” 服务。

在山东，“打造便捷舒适客

运服务体系” 的号角已经吹响。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山东全省

国际航线将达到 120 条，国内民

航航线增至 670 条。 推进干线铁

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

道 “四网融合” 。 建设济南、青

岛、枣庄、烟台、潍坊、威海等 6

个国家公交都市，客运班线公交

化运营实现乡镇全覆盖。

物流方面，我国将加强邮政

设施建设，实施快递“进村进厂

出海” 工程，同时进一步推进中

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

2020 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

1.24 万列、发送 113.5 万标箱，同

比分别增长 50%、56%；西部陆海

新通道班列全年开行 3600 列、

发送 19 万标箱， 同比分别增长

73%、80%；今年前两个月，中欧

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开行

数量同比又增长了 96%、175%，

国际战略通道作用愈加突出。

陆东福说，下一步，国铁集

团将聚焦提高班列开行质量，不

断提高班列集约化运营水平，更

好实现中欧班列与西部陆海新

通道班列“两翼齐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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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看交通出行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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