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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市民贊成完善選制
民調指有利確保「愛國者治港」保港繁榮穩定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正在審議關於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
預料於今日全國人大會議閉幕日表決。香
港研究協會於本月 5 日至 9 日以電話隨機訪
問了 1,008 位 18 歲或以上人士，調查結果
發現，在整體受訪者中，有 69%贊成中央
完善選舉制度，只有 25%稱不贊成，其餘
則表示不知道或無意見。

市民簽名 撐改選制

全國人大將就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作出決定，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香港研究協會昨日發布的最新民意
調查結果顯示，有 69%受訪者贊成
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78%更認
為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有助實
施「一國兩制」。對於「特首選委
會可加入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社團
領袖等代表」、「取消目前特首選
委會中的 117 個區議會席位」，以及
「立法會議席可由 70 席增至 90 席，
部分立法會議員可由選委會選出」
等坊間建議，調查發現有超過六成
受訪者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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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圓滿閉幕 讓香港再出發

家之言
黃國 工聯會理事長

助於香港撥亂反正、重新再出發。而中
央對香港的關心關懷，每一天都留意香
港的發展，在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參加聯
組共商國是座談會的講話中充分體會得
到。
韓正副總理表示，希望香港要將抗
擊疫情放在突出位置，努力實現「清
零」目標，以期盡快通關，經濟早日復
甦。香港迎來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下
一步還要着手大力解決好經濟民生，特
別是房屋及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以及
把握大灣區建設的發展機遇，實現良政
善治，增進港人獲得感幸福感，用實際
成果贏得市民的認同和支持。
今次會期壓縮，流程更緊密，委員
忙個不停，到會期唯一允許帶手機入場
的全國政協委員發言大會，大家都紛紛
影相打卡。由於香港記者無法到北京採
訪，今年我多了特約記者身份，全程訪
問及安排連線直播三十位委員，讓港人
及時掌握他們關心什麼及有什麼好建
議，也讓我體會到傳媒朋友平日工作的
甜酸，有不一樣的體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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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建宗指完善選制讓港長治久
安。
資料圖片

多個建制派政團昨日繼續在各區設置街站，支持全國人大關於提請審議《草案》
議案，並向市民宣傳「愛國者治港」原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環境局副局長謝展
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等昨日先後到訪民建聯街站，與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柯創盛一同收集市民簽名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不少市民踴躍支持。

21%則稱不贊成。
針對香港社會圍繞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提出的多項建議，有 65%受訪者贊成「特
首選委會可由 1,200 人增至 1,500 人，加入
65%支持選委會加入政協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社團領袖等代表」的
同 時 ， 有 78% 認 為 落 實「 愛 國 者 治 建議；贊成「取消目前特首選委會中的 117
港」原則有助實施「一國兩制」，17%表示 個區議會席位」這建議的則有 63%。至於
沒 有 幫 助 ； 71% 受 訪 者 贊 成 完 善 香 港 選 立法會方面，62%贊成「立法會議席可由
舉 制 度 有 助 保 持 香 港 長 期 繁 榮 穩 定 ， 70 席增至 90 席，部分立法會議員可由選委

張建宗：港積極融入「十四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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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選出」的建議。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指出，中央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有利於確保「愛國者治
港」，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因此得到多數市
民的支持。特區政府必須全力配合，做好
本地立法的相關工作，以堵塞現時選舉制
度的漏洞，同時應主動做好解說工作，令
市民深入了解完善選舉制度的必要性、正
當性，以爭取更多市民支持。

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
接受央視訪問時表示，香港未來
要積極融入國家「十四五」規
劃，在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得到完
善後，將可為香港提供一個很好
的環境，讓香港向前邁進，長治
久安。
張建宗說，未來香港要積極
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而
「十四五」規劃中主要有幾個重
點，有一個重點就是要高質量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第二個是要全
面地支持香港建立一個國際創新
科技中心。他表示，香港跟國家
是一脈相連的，是一個命運共同
體，強調國家好，香港好。所
以，全國人大審議關於完善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議
案，對香港全民來說，將可提供
一個很好的環境，讓香港向前邁
進，長治久安。
張建宗說，有一個好的、和
諧、穩定的環境，讓香港跟「十
四五」規劃帶來一連串好消息，
這些重要的措施互相結合，讓香
港重新啟動，向前邁進。

陳智思料立會年內換屆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將涉及多條本地法
例，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昨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中央作出香港國安法及完善
選舉制度的部署，是希望繼續推行「一國
兩制」，而前提是確保香港不會變成顛覆
國家的平台，並指完善選舉制度的時間表
非常緊湊，要經人大常委會及本地立法程
序，涉及修改法例，以及進行選民登記，
但立法會選舉已延遲一年舉行，相信不會
延遲至明年才舉行。
新民黨主席、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預

料，由於完善選舉制度涉及的本地法例很
多，她預計立法會今年將不如以往般有暑
假放，同時能在 9 月舉行立法會選舉的機會
亦低，甚至連 12 月能否舉行都不確定。
自由黨黨魁、立法會議員鍾國斌表
示，對商界來說最重要是未來社會的情
況，而 2019 年的暴亂令商界生意困難，若
是次完善選舉制度可以令香港社會穩定，
更可令大家意會到 2047 年後的香港亦可根
據以往模式運作，50 年後繼續落實「一國
兩制」，長遠來說對香港利多於弊。

鄭若驊：港國際法律樞紐無可取代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昨日發表題為《為
何香港不可被替代》的網誌指出，香港得
以成為國際法律樞紐，主要建基於強大的
根基，包括穩定的營商環境、資金自由流
通、低稅率、簡單稅制，和穩健的法律制
度。她強調，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和法律
架構、商機無限和優秀的專業人才，地位
絕不可被取代。

鄭若驊指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擁有特別的地位，為香港帶來了獨特的優
勢。她表示，儘管未來充滿挑戰，但出席
研討會的國際法律專業人士提供了事實與
數據，支持香港將在金融和商業活動中蓬
勃發展，而人才總是緊隨資金流向，香港
可繼續提供全面的卓越服務，及連繫全球
人才與商貿的理想地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