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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專業面孔多 冀發揮創新活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昨至少17人報名競逐 提名期今截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換屆選舉提名

期今日（30日）截止，昨日至少

有17人前往上環信德中心的選舉工作辦公

室報名參選，當中有爭取連任的現任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以及年輕專

業人士等。他們冀透過本身議政經驗，以

及個人擁有的專長，在新的平台上為國家

統一、民族復興大業，盡一分力，為國家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林熹

香港文匯報訊 12月4日（星期
日）是國家憲法日，為加深社會各
界對國家和香港的憲制基礎的認
識，香港特區政府將聯同中聯辦合
辦座談會，主題為「憲法與新時代
新征程」。另外，特區政府也邀請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
任沈春耀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謝伏瞻，於12月 3日（星期
六）在會展中心舉行的中共二十大
精神宣講會進行講解。
「憲法與新時代新征程」座談
會於周日下午在灣仔會展中心舉
行，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中聯
辦主任駱惠寧將分別致辭，全國
港澳研究會會長鄧中華將發表主
題演講。座談會將以實體形式進
行，並設主題演講及對談環節，
同時亦會安排網上直播。勵進教
育中心理事會主席、原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范徐麗泰，基本法委
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立法會議
員、基本法基金會會長李浩然參
與對談環節。
今年是現行憲法頒布實施40周

年，中共二十大報告亦指出，必須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堅持依法治港，維護憲法和
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同
時，今年亦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標誌着「一國兩制」實踐的重
大里程碑。香港當前正站在由治及
興的新起點上，座談會將積極探討
在新時代下國家邁向新征程、香港
進入新階段的關鍵時刻，憲法如何
在「一國兩制」事業上發揮更重要
的作用。

沈春耀謝伏瞻宣講二十大精神
另外，香港特區政府邀請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
沈春耀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
主任謝伏瞻，於本周六（12月 3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
會精神宣講會進行講解。行政長
官李家超亦會於宣講會致辭。特
區政府表示，香港市民須認真學
習貫徹二十大精神，因此邀請中
央宣講團出席中共二十大精神宣
講會，讓各界更充分認識學習二
十大精神的重大意義。出席者須
在研討會前48小時內進行核酸檢
測，並須於當日進行快速抗原測
試，在宣講會須全程佩戴N95或
K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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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參選港區全國人大選舉的立法會議員、民建
聯主席李慧琼表示，今次收到大約400多份提名，
感謝選委們給予機會，讓她有機會在國家層面，參
與建設。她指出，隨着國家發展進入了新時代，香
港迎來嶄新的格局，處於這個歷史的大時代，深感
責任重大，必定會牢記為人民服務，積極爭取成為
締造中國夢的參與者及建設者，並堅定擔當「一國
兩制」的捍衛者，更好地承擔國家與香港特區之間
的橋樑角色。

改善營商環境 實現「共同富裕」
立法會工業界（第二）議員吳永嘉報名時表示，

今次參選希望能夠改善香港營商環境，積極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維護國家安
全，促進社會繁榮穩定等工作。同屬立法會議員身

份，繼續爭取連任的有馬逢國，他表示，共取得
352份提名。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林順潮指出，
自己將致力促進兩地醫療融合、生物醫藥科技發展
及關注疫情防控。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嶺南大學校董會主席姚

祖輝表示，他今次取得288份提名，期望能夠改進
香港營商環境，說好香港故事。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科大校長葉玉如亦表示，她獲得295份提名，
認為參選可以提供一個難得的平台，推動兩地創科
教育。

關注環保議題 投入科技創新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自由黨副主席陳曉峰表

示，取得超過300份提名，未來會關注環保議題，
發揮好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特色及優勢，服務

國家，照顧民生。參選政綱是「人民至上、科技創
新」，願意全心全意投入建設香港未來，配合好國
家發展的需要，致力與香港的市民共同譜寫新篇
章，未來將重心放在科技、教育和青年培養上。
現任港區人大代表、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

席雷添良表示，共取得212份提名，他指出，過去專
注金融專業界、大灣區等事項，期望能夠繼續在金
融及經濟方面作出貢獻，相信利用好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的崗位，對香港及國家未來發展是相互相利。
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亦報名參選，他表示，

已獲得超過200份提名，形容自己將繼續與選委保
持溝通，尋求更多支持，期望日後為國家及人民服
務。而前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楊德斌亦提交了194份
提名參選，他期望為發展數字中國出一分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林熹

轉跑道 爭連任 冀以經驗專長服務國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換屆選舉提名期今日截止，有立法會議員前往選舉工作辦公室報名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昨日續有多名年輕、專業人士報名參選。他們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目前國家發展正

步入新里程，面對這個重要時刻，希望能夠發揮年
輕人的創新、活力、專業及幹勁，貢獻國家。

關心青年發展 期望成為橋樑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兼秘書長、民

建聯朱立威表示，這次共取得200份提名，期望
能發揮自身對於社區治理及多年從事地區工作的
豐富經驗，以建設國家、推動香港青年對國民身
份和民族的認同為本，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貢
獻。參選政綱主要圍繞在關心青年發展，期望成
為橋樑，將地區意見向中央反映，成為國家和香
港的橋樑。
萬希泉鐘錶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沈慧林就指出，獲

200份提名，他提到自己是一名新丁，會全力以
赴，希望作為青年力量報答國家和香港。沈慧林還
提到，自己從事手錶業，希望以手錶工匠的精神，
說好中國及香港故事。在落實各項政策時，能夠如
製造手錶的精神，凡事做到精益求精，把中央的宏
觀政策，融入香港的元素。希望建立民族匠心，及

宣揚傳承的創新。

培養愛國愛港接班人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黃錦良表示，提交了
218份提名，他指，青年是國家和香港的未來，教
育好孩子是每一名教育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希
望能與社會各界攜手開啟香港教育新起點，建立和
完善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教育體系，培養愛國
愛港、德才兼備的「一國兩制」事業的建設者和接
班人。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處總主任黃冰芬，以及大

聯盟共同發起人冼漢廸，兩人一同報名參選，並取
得300多份提名。冼漢廸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早於2009年，到深圳
創業，一直以來致力推動創科發展，還支持深港澳
青年在內地創業等，是次參選希望以創科知識，參
與建設國家。
香港美術家協會主席林天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已從事藝術創作及藝術教育逾40載，一直
非常重視香港的藝術教育及發展。國家「十四五」
規劃把香港定位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完全體現國家對香港藝術文化發展的重視。
故他決定參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冀能為市民、為
社會、為藝術服務，並向全世界各地展示中國千年
藝術文化的深厚內涵，發揮香港以藝術聯通國際的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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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計劃未來5年興建3萬伙
簡約公屋，昨日公布了首批 4 個選
址。政府由上月 19 日施政報告提出
簡約公屋概念到公布具體項目選址，
前後只是用了 40 日時間，反映政府
貫徹急民所急的精神，坐言起行。項
目選址也充分考慮到基層市民的實際
需要，有成熟的交通和社區配套，肯
定可以讓等候上樓市民提早擺脫惡劣
居住環境，相信會大受歡迎。社會各
界應該支持政府落實簡約公屋的施政
新策，大可不必雞蛋裏挑骨頭，製造
雜音。

施政報告提出簡約公屋，是為了幫
助輪候公屋不少於3年的人士，令他
們盡快離開環境惡劣及租金貴的劏
房，入住較好的居住空間。輪候公屋
市民對簡約公屋的其中一個需求是生
活和交通比較便利。從昨日公布的4
個項目選址來看，其中兩幅鄰近屯門
青山醫院和新入伙的公屋菁田邨，交
通便利，其餘兩幅則分別鄰近元朗錦
綉花園和上水雙魚河。這些選址附近
有輕鐵站、小巴或巴士站、中小學甚
至私樓豪宅項目和高爾夫球場，整體
配套算不錯。房屋局之前也表示會與
運輸署溝通，讓簡約公屋有適當的交
通配套。除了新界選址，政府又透露
正在市區積極物色合適用地，明年上
半年會公布，以滿足不同市民的需
要。

輪候公屋市民對簡約公屋的其中一
個期盼是快些建成。房屋局為此設立
了一個由房屋局副局長督導的簡約公
屋專責小組，一站式全力推展簡約公

屋的各項工作。根據現時的供應計
劃，3萬個單位中，首批超過1,000個
預計最快可在 2024 至 25 年度落成，
其餘單位則分別會在 2025 至 26 年度
和 2026 至 27 年度分階段落成。期待
透過政府的努力，可以讓更多單位提
前落成。

簡約公屋計劃推出以來，很多輪候
公屋的基層市民翹首以盼，但社會上
也存在一些雜音。例如有人認為應該
加快興建公屋，免得「過渡又過
渡」；也有指政府搞簡約公屋是為了
「湊數」。這些說法脫離實際，毫無
建設性。其實相比起不少輪候公屋市
民棲身的劣質劏房，簡約公屋可謂又
好住又便宜。簡約公屋設獨立洗手間
及廚房，亦有冷氣、熱水爐等；租金
方面，市區簡約公屋租金將會是8元
一呎，而現時市區劏房租金則約 40
元一呎，是簡約公屋的5倍。而且劣
質劏房不僅居住空間非常狹窄，內籠
殘舊，甚至有漏水、石屎剝落、衞生
環境惡劣等問題。對居住在這種地方
的公屋輪候市民而言，能早一日離開
都是大好事，相信簡約公屋推出之日
肯定會大受歡迎。

政府不遺餘力解決基層市民的居住
困難，將持續覓地興建公屋和簡約公
屋，同時也需要社會各界的鼎力支
持。例如已經有私人發展商願意提供
部分未落實發展計劃的土地，也有非
牟利機構及管理公司表示參與簡約公
屋的管理。只要社會各界團結支持計
劃，相信簡約公屋就可以早日讓基層
市民安居。

簡約公屋高效推進值得點讚
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建議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

法，解釋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及大律師
能否參與危害國安案件處理工作。人大常委會釋法是
完整準確貫徹實施香港國安法的應有之義，對完善本
港法治亦具有重要意義。讓不熟悉香港國安法、不了
解中國國情和港情、缺乏制度制約的非本地執業海外
律師參與香港國安法案件審理，有違國安法立法原意
和法理邏輯；由人大常委會就此作出最權威解釋，可
以釐清灰色地帶，形成法例規範，切實保障國家安
全。中央支持香港保持普通法制度，尊重香港司法獨
立，人大釋法可以推動香港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後的法
治發展，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香港社會各界
應支持特首及香港國安委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消除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

香港國安法是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制定，並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作為全國性法
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頒布實施，成為香港法治
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按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二條規
定，其法律效力高於香港本地立法，解釋權屬於全國
人大常委會。香港國安法是一部新法例，國安法在實
施過程中遇到不明確的地方，人大常委會根據既定機
制行使憲制權力解釋法律內容，不僅合憲合法，而且
是對香港法治的豐富和發展。

香港法庭在駁回律政司上訴時曾認為，「有傑出的
法律專家參與審訊，對國安法的法理發展有重要影
響」，但不少香港法律界人士指出，香港國安法是國
家立法，立法語言是中文，並按國情及香港情況專門
立法，外國律師不會比香港本地律師更熟悉中文、更
了解中國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對中央及香港特區關
係、香港國安法立法的獨特背景，相信亦難以充分理
解，辯護時主要引用外國的法例、案例，難免偏離香
港國安法的文本和原意，不僅對於案件公平公正審
訊、裁決並無助益，更難以想像會對「國安法的法理
發展」有什麼貢獻。

另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允許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

格的海外律師參與香港國安法審理，難免與保障國家
安全的要求出現原則性衝突，潛藏巨大國安風險。包
括在現行的制度下，香港無法有效排除海外律師因其
國家利益而產生利益衝突，無法有效確保海外律師不
受外國政府、組織或個人施壓、脅迫或操控，無法有
效確保海外律師會遵從香港國安法第六十三條有關保
守國家秘密等的規定。如何避免這些憂慮和風險，國
安法在這些問題上的立法原意和法理邏輯到底是什
麼，唯有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才能釐清。國安法實施
中遇到的具體問題釐清了、解決了，「香港國安法的
法理」才有了符合立法原意的正確、有益的發展。

中央一向重視、珍視、維護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和法
治優勢。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指出，「中央政府
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的營商
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
繫。」國安法實施以來，中央以充分信任的態度支持
香港法院用普通法程序審理有關國家安全的案件；但
釋法是中央保留的必要權力，如果出現危害國家安全
的風險，全國人大常委會必定會行使權力釐清法理和
規範，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不折不扣的貫
徹實施。

中央是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總兜底人」，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扮演重要角色。香港特區國
安委是中央在特區設立，並授權依法行使維護國家安
全權力的權威機構，統籌領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的所有事務，具有特殊凌駕地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由中央人民政府指派，列席特區國安委會議，就履行
職責相關事務提供意見，中央意志通過國家安全事務
顧問提出，特區國安委必須執行。行政長官是香港特
區國安委主席，就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事務向中央
政府負責。香港國安法第14條第2款規定，特區國安
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香港特區國安委在維護國家
安全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社會各界必定全力支持
香港特區國安委工作，共同維護國家安全。

提請釋法完善法治 消除國家安全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