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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決定成為香港政制前行的重要一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
訪問中表示，是次人大決定的三個核心要素，包括擴大選舉制度
中的人數和議席、增強廣泛代表性、令議會更以社會整體利益為
依歸，「我希望社會各界都要從這個角度看，它不是一個倒退的
制度，而是一套進步的制度，而且很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香港的反對陣營聲稱是次人大決定是「民主倒退」，林鄭月
娥在訪問中則引用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言論類比回應。李克強
總理日前在記者會被問到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設為不少於
6%是快或慢時說，「一時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穩，只有走得穩
才能走得有力。」
林鄭月娥說，李克強總理的話應用在香港的政制發展也是一
樣道理，「走得快，很快達至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但行得不
穩是會出事的。而事實上，不但是走得不穩，如果走得歪了、

走出界，這個政制發展，這個『民主進程』是完全沒有意
思。」
她形容，走歪了的政制不會為港人帶來幸福或安穩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要走得穩。在香港的政制發展走得穩，
其實是很簡單，就是按『一國兩制』的原則走。」她相信，只
要香港政制發展重回正軌，行穩之後就有機會行得快。
林鄭月娥指，人大決定堵塞了危害國家安全、勾結外國勢力

等人進入制度，「肯定是一個進步、一個完善。」

進步三元素：人數代表性多元化
她從人大決定的三個核心要素進一步論述，首先是在選舉人數

和議席的擴大，「無論是選舉委員會人數規模從1,200人（增）至
1,500人，立法會議席從70席（增）到90席，每次擴大都是一個

向前。」她指出，數年前立法會議席由60席增加至70席，社會各
界包括民主派都認為是一個進步，而今次人大決定更是對兩個重
要的、透過選舉產生的政治體制都是一個擴大。
「第二個改善是廣泛代表性。」她說，選舉委員會從4個界

別變成5個界別，當中更加入基層代表，可見是更加廣泛地囊
括社會聲音。
「第三個進步是希望藉此可以體現，無論選委會還是立法

會，都是以整體香港社會利益為依歸。」林鄭月娥解釋，現
時立法會無論是地區直選或功能界別，都無可厚非地要從爭
取自己選民的票的角度去看議題，有人甚至覺得地區直選很
「民粹」。她說，現在注入第三種形式，即在選舉委員會選
舉產生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如此多元，也就是代表所
有的利益，從這個角度看都是一個進步。」

香港文匯報早前訪問政界人士並做民調，
了解他們對愛國治港者管治能力的要求和期
待。作為香港管治團隊的首長，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在訪問中表示，根據自己經驗，堅定
頗為重要，無論面對多大的壓力，行政長官
都要有擔當，堅持做對的事。
林鄭月娥認為，參政尤其是對參與管治的

人士，除愛國外，一定要有其他要求，而這
些要求按其擔當的位置而有所不同，不能對
所有人採取同一套要求。
她說，根據基本法，相信香港治港團隊中

最重要的是行政長官，因為行政長官不單是
香港特區行政機關的首長，也是整個特區的
首長。因此對行政長官的要求要有很高標
準，除是愛國愛港人士外，還要得到中央信
任，很好地掌握由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
香港憲制秩序，有管治能力並得到人民的支
持和愛戴。
她坦言，自己做了近4年行政長官，經歷
了可謂香港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挑戰、最困
難的局面，「我會認為如果要做行政長官
的工作，除了上述的條件和標準，還需要

很堅定。」
林鄭月娥表示，行政長官要捍衛「一國兩

制」，維護國家安全，讓香港長治久安、改
善經濟、發展民生，而香港是多元社會，不
同人有不同意見，所以行政長官要有一份堅
持，即使受到很大壓力，個人受到批評、打
擊，亦要堅持去做對的事情，要有擔當。
她相信香港有不少符合要求的人，不過以

往惡劣的政治環境，讓很多人卻步。她希望
在完善選舉制度後，有更多有能之士加入體
制中為市民服務。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特首特首：：新選制立法新選制立法 立會加班立會加班「「開快開快車車」」
是次選舉制度的完善中，社會關注點之

一是「民主派」的參政空間。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表示，是不是愛國者有客觀標準，
「民主派」能否參選的答案不在於她，而
在於「民主派」自己，倘參選者過往曾勾
結外部勢力、燒國旗等，政府不會不審
視。她強調，香港特區仍然歡迎有不同政
治立場、對經濟社會事件有不同看法的人
進入議會，讓議會有多元的討論。
根據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選

舉委員會委員將增加300人、立法會整體
議席將增加20席。林鄭月娥直指︰「這只
是令參政空間更加廣闊，所以我們希望見
到有多元的聲音在立法會，只要符合『愛

國者治港』的標準，仍然是可以參選。」

可批評甚至否決政策
她回顧自己40年公僕生涯與立法會往

來的經驗，認為「民主派」向來都有參政
空間，「我體會過一個理性、包容，可以
有良性互動的議會。甚至因為當時的體
會、交往，我今日的班子裡面有一位局
長，來自一般人認為的『民主派』。」
她期望透過完善選舉制度，讓議會回到

理性的政策辯論，「可以批評政策，甚至
可以否決特區政府的政策，但不可以作違
反國家利益的東西。只要能回到那個局
面，對施政一定有利，大家就會以事論

事，就不會以一個泛政治化的立場看。」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特區仍然歡迎不
同人士在議會作多元討論，若議會只有
一種聲音，市民不會同意，政府亦難以
管治，「立法會應該是社會的縮影，香
港社會絕大部分市民是愛國的，為什麼
會在議會中出現議員做違反國家利益的
事？我們只要把這些人排除出政治體
制，我覺得我們一定可以和有不同政
見、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溝通合作。」
至於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方面，她說目前未能透露組成，但指出
委員會「一定是更加高層次，不會是
（選舉主任）一個人」。

預告一條綜合條例處理 草擬法律科已開始工作

新鮮出爐的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為國家未來幾年發展勾
勒藍圖，也為香港指明了發展的着力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訪問中表示，「十四
五」規劃在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國際
航空樞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三方
面，給了香港新角色，令人鼓舞。
林鄭月娥說，「十四五」規劃中第六十一

章「每個字都等於是對香港的支持」。中央
願意支持香港擔當更多新角色，包括支持香
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支持香港提升國
際航空樞紐地位、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等。
她解釋說，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將會在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中扮演非
常重要角色；香港有三跑發展，有機場
城市發展，有機場旁的港珠澳大橋人工
島發展，現爭取到中央支持香港成為國
際航空樞紐，亦是配合大灣區發展；而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則可在
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的文化方
面擔當角色，可聚焦西九文化區，亦可
透過自己的摯愛－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發展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將故宮

的文化推廣到國際等。

只要有所作為 中央支援更多
她認為，只要香港在相關方面有所作

為，中央會樂意為香港提供更多支援，
「我們只需要把正在做的工作繼續強
化，如果有需要，投入額外的支援，用
好中央的政策，用好粵港澳大灣區的切
入點。」
在社會發展方面，「十四五」規劃提出

要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居
住的政策措施，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國情教育、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
精神。
林鄭月娥坦言，有市民受過去學習或部

分媒體影響，始終對內地抱持很負面的看
法，導致浪費發展機遇，亦令政府無論做
再多政策鼓勵市民去內地，都成為「紙上
談兵」。因此，她認為，「十四五」規劃
提到的增強港澳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真的很重要」，這將是特區政府未來工
作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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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新角色 港添新機遇

香港是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此次中
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有機會對香港
的國際地位產生影響。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在訪問中認為，中央是次的做法對香
港未來的國際地位和吸引外資，只會帶
來更多好處。
林鄭月娥表示，事實上，無論是實施香
港國安法還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都是令
香港這個外放型的經濟體和商業城市更加
穩妥，「無論是海外的投資者，還是想來
香港發展的人，都希望有一個安定的環
境，（他們）沒有理由去一個『戰亂』，

日日有黑暴，連上街都不敢的地方。」
她說，加之香港崇尚法治，依法辦事，

維護、保障個人自由和權利，相信相關做
法對香港未來的國際地位或吸引外資，只
會帶來更多好處。

指護國安受制裁是光榮
至於部分國家公然干預中國內政、香港
內部事務，她認為這不是香港的問題，而
是很高層次的地緣政治問題，「事實上，
有部分國家很不想見到中國崛起，所有能
夠打擊中國的，他們都絕不手軟。」

林鄭月娥點名批評美國政府，「手會伸
得很長，我完全明白了什麼是『長臂管
轄』。明明沒有法律基礎，但就可以嚇到
有些人就範，尤其一些金融機構。」
惟部分國家或組織仍不斷抹黑、批評攻

擊，甚至可能又粗暴「制裁」香港官員。
她坦言，若說「制裁」「完全沒有影響」
是假的，但她和其他可能受影響的特區政
府官員不受威嚇，無畏無懼，因為中央是
他們最堅強的後盾，「甚至我們認為在這
個歷史轉折點，只是作為香港特區官員，
能夠因為做了保護國家安全的事和我們的
承擔，而引起個人受到這些影響，是一份
光榮。」

「民主派」能否入閘 看有無危國安

信港穩定有利國際地位

全國人大日前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作出決定，這只是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第一步，稍後還有待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

附件二，之後特區政府就要密鑼緊鼓跟進議題。林鄭月娥表示︰「這個
時間表是非常緊湊的，而且一定要做到，不存在說『盡量做』。」

政制局已有專責組
她強調，一定要在未來12個月完成所有工作，「我們現時估計超過20
條的主體法例和附屬法例須進行修訂，有些法律的修訂是牽一髮動全
身，你在這裡改了，在相應的地方也要改，所以這是非常人手密集的工
作，我已經有專責小組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律政司裡的草擬法律科亦
已經開始了相關工作。」
林鄭月娥透露，特區政府傾向以綜合的條例草案形式去做有關工
作，而非逐條條例處理。她笑言，相信日後寫出來的法例會「很
厚」。政府會預留時間讓立法會審議，並已得到立法會主席梁君彥
的支持，「他們會『開快車』，在有需要時增加會議，甚至在很
需要時，其他會議會『讓路』。」
不過，她表示立法會任何時候都有一批草案在審議，要佔用其
他會議時間「不是太好」，所以他們已有多手準備，「我和梁
君彥都強調要有足夠時間審議，不能夠太倉卒，因為這是一條
這麼重要的條例，所以寧願開多些會、會議開長些，（甚至）
撥走其他的會，騰空議事時間表來做這件事。」

親自督導所有環節
為了更好地落實本地工作，林鄭月娥亦表示自己會督導所有
環節，「由草擬工作、給意見的工作，以至公眾解說的工作，
我都是親自督導，因為這件事太重要，與國安法可以說是不相伯
仲，所以我不會『下放』給其他人，全部自己做。」
立法工作完成後，緊接着就是選舉安排。林鄭月娥指出，隨着選舉
委員會增加界別，相信選民資格亦會受影響，「還要做選民的登記，
然後提名、（定）選舉期和投票。」
她表示，明年3月要舉行行政長官選舉，「我們相信提早幾個月要選

好立法會及選舉委員會，因為他們都有資格去選行政長官。」她說，特
區政府會先安排選舉委員會這1,500名委員的選舉，由他們擔負人大決定
賦予他們的新職能，即透過選舉產生部分立法會議員，及負責提名參選
立法會的候選人，讓三場選舉
可按部就班舉行。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日前以高票通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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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香港寫下新

篇章。特區政府估計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涉

及逾20條本地法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特區政

府初步傾向以一條綜合條例草案方式處

理，更指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已表示議會將

「開快車」及「加班」，以有充足時間審

議這條重要法例。林鄭月娥又指，完善制

度還涉及選民資格的改變，特區政府緊接

要做選民登記等工作，一步接一步做好未

來一年的三場選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歐陽文倩、柴婧

雖然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屬中央事權，但中央仍
積極收集香港各界意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訪
問中透露，未來幾日，國務院港澳辦高級官員將
來香港聽取意見。她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最
大的得益者是香港市民，特區政府會分階段、有
重點地透過多重手段向市民和國際社會解說。
林鄭月娥說，可以肯定地說，在過去的幾年

中，中央已經收到了香港市民的很多反饋，他們
認為香港太亂了，有人企圖搞亂香港，製造仇
恨情緒，煽動市民對中央的不滿，而這些都不
利於香港繁榮穩定。中央政府在聽取了香港市
民的這些意見後，決定是時候採取行動改善香
港選舉制度。
她說，未來幾日，國務院港澳辦高級官員將

來港，並組織數場討論，聽取市民對全國人大
是次決定的意見。

本地立法時解說將鋪天蓋地
林鄭月娥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最大的得益

者是香港市民，作為特區政府官員有責任馬上投
入到面向公眾的解說工作中，現階段主要解說為
何及如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待全國人大常委
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後，特區政府進行
本地立法時，會進一步「鋪天蓋地」地解說當中
的內容和細節。
她表示，特區政府解說過程中的每一步都有

重點內容，政府會參考去年解說香港國安法的
方法，利用政府外牆、海報、電視講解等多種
宣傳途徑。
她說，特區政府會把解說工作的重點放在本

地，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需要和海外媒體、機
構解釋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機會。
她表示，近日已和特區政府多個海外經貿辦

事處講解全國人大是次決定，計劃透過他們和
當地的商界、媒體解說，她和管治團隊亦會積
極接受本地和海外媒體訪問，並積極駁斥部分
外國政府、政客的無理批評。

新選制符港情 是進步非退步

●市民在街站簽名支持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的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十四五」
規劃中，中央支持
香港提升國際航空
樞紐地位。

資料圖片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
府初步傾向以一條綜合條
例草案方式處理完善選舉
制度的本地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 全國人大通過決定

2. 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3. 特區政府草擬綜合條例草案處理本地立法工作

4. 草案提交到立法會，立法會將「開快車」及「加班」
審議

5. 先處理選舉委員會選舉，跟進新增界別的選民登記工作

6. 選委會選舉開始提名、定選舉期，最後選出 1,500
名選委

7. 再處理立法會選舉，選委會負起新職能，選舉
產生部分議員，及提名功能界別及地區直選

議員，最終立法會選出90席

8. 後處理明年3月投票的行
政長官選舉

掃碼看特首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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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將
鋪天蓋地向市
民解說人大決
定。圖為她上
月到訪天水圍
天幕街市。

資料圖片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流程

●林鄭月娥表
示，海外的投資者
和來港發展的人，都
希望香港環境安

定。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