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制派：草案釐清疑問 冀能盡快通過

落實行政主導 提高治理效能
民建聯表示，支持特區政府正式公布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並將會在立法會全力參與審議工作，
確保條例草案妥善和及時通過。他們認為，條
例草案旨在具體落實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所作出的決定，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
基本法兩個附件的修改，必須體現 「愛國者
治港」 原則，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並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和
更加廣泛的代表性，落實行政主導，提高特區
政府的治理效能，讓特區政府能夠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開創新局面。

工聯會認為，支持特區政府 「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 刊憲並盡快立法，全面落實愛國

者治港，提升管治效能和民主質量。香港回
歸以來，政治爭拗不止，內耗嚴重，社會發
展被拖垮，黑暴和疫情亦令經濟重創。

協助香港走出「政治泥沼」
工聯會指出，完善選舉制度維護了憲法

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達至各階
層、各界別均衡參與，能夠杜絕 「攬炒」 、
「拉布」 癱瘓議會等情況，強化行政主導，
協助香港走出 「政治泥沼」 ，經濟民生政策
得以順利推行。 「愛國者治港」 是 「一國兩
制」 的核心要義，能夠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行政會議成員、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
鋒認為，條例草案釐清外界疑問，例如團體
選民的團體要至少運作三年才有投票權、候
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要由特區主要官員組

成等。他指出，由於條例草案涉及不少新內
容，包括地區直選二十席由十個分區選出，
多個功能界別取消個人票，只保留團體票
等，呼籲政府主要官員要深入淺出，深入各
階層做好解說工作。他重申，中央今次出手
為香港完善選舉制度，確立 「愛國者治港」
原則是及時、必要的舉措，有助 「一國兩
制」 行穩致遠。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透過調
整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與職能落實及體現 「愛
國者治港」 原則，令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
更具有廣泛代表性，更能體現均衡參與，一
方面堵塞香港多年選舉制度漏洞，另方面充
實兩個選舉的代表性與均衡性，為香港建構
一套具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做法
完全符合香港民意民心。

特區政府正式
公布《2021年完
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 訂 ） 條 例 草
案》，多個政黨表
示支持，並會全力
參與審議的工作，
希望條例草案能夠
盡快通過。他們認
為，條例草案釐清
了大眾的疑問，而
政府官員應該積極
向公眾解說，亦希
望條例草案在立法
會通過後，社會能
夠聚焦經濟發展，
改善民生。

冀官員深入淺出向各階層解說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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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舉制度

工商界：選委會增新界別 反映香港整體利益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特區政府

昨日公布《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本港各界紛紛表示支持，認為這是
香港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邁出重要的一
步，而選委會中增加新的界別既可以反
映香港整體利益，亦可以提高政府的管
治效能。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認為，資格審
查委員會日後加入合適的社會人士，將有助
提升資審會的代表性，進一步完善資格審查
的工作。他希望資審會可廣泛吸納包括工商
界和商會代表等不同界別，具代表性的人
士，確保管治權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中。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指出，
是次修訂充分彰顯了新選舉制度下，多元及
均衡參與的精神，同時彌補了原有選委會的
不足，既全面反映香港整體利益，亦可以提
高政府的管治效能。

盼重回正軌 社會恢復穩定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表示，條例草案具備
堅實的民意基礎，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社會
各界應全力支持，令香港的民主步伐穩步向
前，開啟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時代。

全港各區工商聯期望，立法會盡快審議

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使香港回歸正軌，恢復社會穩定。

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表示，選舉委員
會加入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 代表，
更好地體現了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香
港發展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首參選人未
來須獲得選委會五個界別的提名，說明將來
管治特區的首長要更配合國家利益發展。

全國青聯副主席梁宏正說，是次將年輕
人納入選舉委員會，反映了中央一貫重視青
年發展，這有助於年輕人發揮作為中央和香
港之間橋樑與紐帶的作用，並將不同階層的
聲音帶入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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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社會可重回正軌，聚焦經濟
發展，改善民生。圖為2016年立法會選舉市民投票情形。

【大公報訊】記者義昊報道：行政會議昨日通過
了《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多位政界人士表示，完善選舉制度將建立具有香港特
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讓行政及立法關係重回良性互
動，有利於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發展香港特色
的優質民主，確保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常委、世衞前總幹事

陳馮富珍

特區政府修改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不僅修補了
漏洞，還重新建立起了具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
度。她強調，完善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港」 ，
讓香港政治生態可重回正軌，特區政府便可以全力發
展經濟、民生和解決深層次矛盾等問題。

全國政協常委

蔡冠深

完善選舉制度將修正香港的政治發展道路，讓行
政及立法關係重回良性互動，對香港的長治久安至為
關鍵。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

陳亨利

在選委會中新增創新科技界、全國性團體香港代
表、基層等新界別，體現了社會均衡參與，亦彰顯了
基本法的初心，確保公權力掌握在愛國者之中，是香
港繼續穩定繁榮的堅實基礎。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林龍安

條例草案有着廣泛的代表性，並加強了與基層的
密切聯繫，認真落實了全國人大的決定，有力確保了
「愛國者治港」 的原則。

全國政協委員、食物及衞生局前局長

高永文

雖然地區直選席位減少，但重點不在席位數量，
「以前有些地區有多個席位，我看到其中有一部分反
對派議員不是在做議政論政工作，而且他們議政論政
的質素都很差，所以我認為這次議席變化，能讓大家
明白貴精不貴多。」

▲完善選舉制度可以令更多愛國愛港的人加入管治團隊，為香港開
創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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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啞巴的偽環保團體劃區更加科學 選舉更加民主

龍眠山

日本政府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韙，
決定向海洋傾倒百萬噸福島核廢水。
事件有如一面鏡子，映照日本不文
明、野蠻的本相，揭出西方國家在環
保方面的赤裸裸雙重標準，也暴露出
香港某些偽環保團體的真面目。

大量傾倒核廢水是對地球環境、
海洋生態的一次核恐怖襲擊，遺害千
年，而日方提出的兩個藉口都是站不
住腳的。第一個藉口是，有關核廢水
就快積滿一千個水缸，必須處理。其
實，一千個水缸滿了，可以再造一千
個或更多水缸，核廢水中的放射性元
素都有半衰期，若干年後再處理不
遲。再說，可以採用陸地永久封存的
模式，前蘇聯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後，
就使用了永久性的石棺掩埋。

日方的另一個藉口是，核廢水經
稀釋後，符合國際安全標準。這個說
法更是自欺欺人。去年日本首相菅義
偉到訪福島，東電公司遞給他一樽經
稀釋的廢水，說是可以飲用，但菅義
偉看着水樽就是不敢喝下去。菅義偉

的態度已經說明了一切，日本政府本
身都不相信這些廢水符合安全標準，
憑什麼要求其他人相信？

事件也引起香港社會高度關注。
香港人愛去日本旅遊、愛食日式料
理，坊間的日式餐廳比比皆是，香港
人更愛吃海鮮。然而，當巨量核廢水
倒入海洋後，市民還敢放心食用日本
食品嗎？還敢拚死食海鮮嗎？還願意
相信日本是文明國家嗎？

日方極其不負責任，以鄰為壑，
香港人非常憤慨，更可能以罷買日本
產品表達抗議。但令人好生奇怪的
是，本地一些高舉環保旗幟的所謂環
保團體，過去對大亞灣核電站吹毛求
疵，異常關注，今次對日方公然排核
廢水、嚴重污染環境，居然變成了啞
巴，彷彿無事發生。

古有 「葉公好龍」 ，今有香港攬
炒派 「好環保」 。說到底，這些人是
披着環保的外衣搞政治，如今美國人
「讚賞」 日本倒廢水，香

港的反對派又怎敢開聲？

一個地方的選舉制度好不好，關
鍵不在於直選成分有多高、是否符合
西方標準，而在於選舉是否符合本地
實際情況，是否更能體現社會的根本
及長遠利益，選出來的代表是否更具
民意基礎。所以說，特區政府根據全
國人大常委會3月30日決定而修訂、今
日提交立法會審議的新一套選舉制
度，就是一個好的制度。

行政會議昨日通過《2021年完善
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重點內容包括：未來一年三場選舉的
日期、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訂立委
員的產生辦法、投票人和候選人資
格；訂立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相關
事宜；更新立法會組成及產生辦法；
訂定選民資格及選民登記特別安排；
優化投票程序，包括設立投票 「關愛
隊」 等。

香港社會高度關注選舉制度的完
善，昨日特首林鄭的記者會時間相當
長，提問也相當多，其中立法會議員
的新產生辦法是焦點之一。現時立法

會有70個議席，循功能組別及地區直
選產生，各佔35席；下屆立法會增至
90席，循選委會、功能組別及地區直
選三個途徑產生，席位分別為40、30
及20席。席位增加，產生途徑也增
加，有助打破個別地區、團體、組織
的利益局限，使得立法會議員的來源
多樣化，更有代表性，更能體現社會
整體利益。

就地區直選部分，選區及選舉制
度都有修改。全港原有五大選區將改
為十個選區，其中港島及離島分為兩
個選區，九龍分為三個選區，新界分
為五個選區。新的選區並非隨意劃
分，而是根據各區人口變化，納入了
新的人口統計，使得每個選區的人口
數量大致相等，每個議員所代表的選
民數量也相當，劃區更加科學，選舉
結果自然更為公平、公正。

與此對應，選舉制度改為雙議席
單票制，即每個選區中，得到最多選
票的兩名候選人勝出。過去地區直選
採比例代表制，照顧少數社群，出發

點不可謂不好，可惜在實踐中變形走
樣，為激進派走入立法會打開方便之
門。這些人數量雖少，但噪音大，破
壞的能量更大。 「一粒老鼠屎，足以
搞壞一鍋粥」 ，立法會因此變得民粹
化、極端化、碎片化。雖然激進派議
員的行徑為大多數市民所不齒，但他
們往往只要得到一萬數千選票就能當
選甚至連任，誰也無奈其何。現在改
為雙議席單票制就不同了，候選人可
能需要十萬張選票或以上才能當選，
民意基礎更牢，對議員的要求更高，
問政議事自然更加理性。

民主只是形式，選賢任能、促進
良政善治才是目的，這也是中央出手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初衷。只要特區
政府不折不扣地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決定，全社會支持中央的決策，香
港將有一套更民主更完善更成熟的選
舉制度，有利走出政治鬥爭的泥沼，
破解各種社會痛點及難點問題，為香
港長治久安、也為未來實現全面普選
打下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