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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制後 市民要求將更高
民記新中委：往後多渠道參與管治 做好政策倡議育更多人才

民建聯日前公布新一

屆中央委員會選舉結

果，中委席位由過往的

52席增加至55席，有

不少年輕成員首次躋身中委之列，包括青年民建

聯主席施永泰、民建聯中西區支部委員劉天正、

前西貢區議員莊元苳，以及港島支部成員蕭煒忠

及陳凱榮等。施永泰和劉天正在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在香港選舉制度完善後，市民對從

政者的要求會變得更高，民建聯將會面對更多挑

戰。過往，民建聯的定位一直為「參政議政」，

主要集中在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舉工作，相信民

建聯往後會以多渠道參與管治，做好政策倡議，

並繼續培育更多的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思言

民建聯中委會每兩年改選一次，今屆
共有66人報名，其中18人為新參

選。在40多名爭取連任的中委中，民建聯
主席李慧琼及5名副主席陳勇、陳克勤、
張國鈞、周浩鼎及陳學鋒成功順利連任。
根據民建聯改選程序，新當選的中委將於
下周三召開會議選出常委會，常委會其後
會選出新一屆的領導層。
首次獲選為中委的施永泰表示，更多青
年加入中委能夠讓民建聯吸納更廣泛的聲
音，且青年能夠將民建聯的愛國愛港精神
傳承下去，絕對是個里程碑。
他直言，自己將來肩負的責任會變得更

大，未來會繼續關注青年「四業」問題，
即學業、就業、置業及創業，同時會積極
推動青年融入大灣區發展，並鼓勵青年把
握機會參與施政及議政的工作，而民建聯
亦會發掘更多人才。

努力提升自己 助年輕人發聲
施永泰認為，香港社會在過去一年出

現亂局，有人鼓吹所謂的「攬炒十步
曲」去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相信在完善
選舉制度後，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就可以杜絕選舉漏洞，又預料在選
舉制度獲得完善、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後，市民的要求會變得更高，民建
聯將會面對更多挑戰。他會努力提升自
己，並加大力度幫助年輕人，期望自己
能夠做得更好。
身為本屆最年輕的中委，劉天正說，是
次中委選舉吸納了不少年輕人，反映了民
建聯重視和接受年輕人的聲音，並期望自
己能夠提供嶄新的角度和新穎的想法予民
建聯。
他表示，自己過去一直關注地區工作，

留意到不少年輕人欠缺機會發揮所長，且
社會的經濟發展單一，形成很多深層次的
社會問題。他會擔負責任為青年人發聲，

未來會集中處理土地房屋及青年問題，同
時全力配合民建聯「變革香港」的方向，
讓香港有更好的發展。

關注地區工作 配合「變革香港」
對香港選舉制度即將迎來轉變，劉天正

強調，「愛國者治港」是必須的，完善選
舉制度有助堵塞漏洞，對香港而言絕對是
好事。民建聯過往的定位一直為「參政議
政」，主要集中在立法會和區議會的選舉
工作，他相信民建聯往後會以多渠道參與
管治，做好政策倡議，並繼續培育更多的
人才。

各界：完善選制重塑行立配合良性關係

民建聯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名單
丁江浩、王舜義、古揚邦、朱立威、
朱麗玲、余仲良、呂 堅、巫成鋒、
李世隆、李世榮、李家良、李慧琼、
李錦文、周浩鼎、招文亮、林心亷、
林德成、施永泰*、柯創盛、洪連杉、
洪錦鉉、胡健民、袁靖罡、張國鈞、
張琪騰、梁 熙、莊元苳*、莊惠明、
許華傑、陳克勤、陳 勇、陳恒鑌、
陳偉明、陳國華、陳凱榮*、陳博智、
陳學鋒、陸 地、黃冰芬、黃英豪*、
黃國恩、葉文斌、葉傲冬、葛珮帆、
董健莉、劉天正*、劉國勳、潘景和*、
潘進源、鄭泳舜、黎榮浩、蕭煒忠*、
鍾嘉敏、顏汶羽、關浩洋

注：*新中委

民建聯第九屆監察委員名單
方 和、孔昭華*、吳仕福、吳兆華、
岑永生、李瑞成、凌文海、徐紅英、
區艷龍、張明敏、張思穎*、張閭蘅、
曹王敏賢、曹宏威、梁偉浩、陳少琼、
陳金烈、陳金霖、陳國旗、陳葆心、
陳榮燦、陳維端、曾正麟、馮 力、
黃士心、黃江天、黃碧嬌*、黃蘭茜、
楊位醒、楊 釗、廖新南、劉宇新、
劉佩瓊、歐陽士國、蔡素玉、蔡德河、
鄧兆棠、盧文端、盧溫勝、鍾沛林、
鍾瑞明、蘇愛群

注：*新監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及5名副主席陳勇、陳克勤、張國鈞、周浩鼎及陳學鋒順利連任新一屆中委。圖
為6人早前舉行記者會，倡議「變革香港 保穩定促公平享繁榮」。 資料圖片

●施永泰直言，
自己將來肩負的
責任會變得更
大。 資料圖片

●劉天正表示，
會擔負責任為青
年人發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子
京）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前全票通過對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完善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制度，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近日紛紛表示，有關
修訂全面考慮了香港各階層的參政權
利，確保了選賢與能的「愛國者治港」
原則，重塑了行政與立法相互配合的良
性關係，香港的管治團隊將迎來一番全
新的面貌。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應生表示，支持
特區政府盡早完成本地立法，支持具有
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度，包括擴大
參與的層面，引入基層團體、中小企業
等，達至更全面均衡參與之目的，認真

地選出熱愛祖國、熱愛香港的賢能人
士，為香港集中精力拓展經濟貿易及民
生所需，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深信香港經濟定必可持續增長、社會得
以長治久安、市民安居樂業，「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

張華峰指，今次修訂杜絕了反中亂港之徒
透過選舉混入特區政治體制搗亂破壞，為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香港繁榮穩
定，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定會為香港
帶來更美好的明天。希望政府爭分奪秒、
全力以赴做好修例工作的同時，要認真做
好公眾解說工作，讓市民明白完善選舉制
度有利於議會有效運作、有利於政府施

政，有利於市民安居樂業，有利於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楊莉珊指出，全國人大

常委會通過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修訂
草案，全面考慮了香港各階層的參政聲
音，並對選舉權利、立法權利做了調整
與制衡，必將改變和淨化過往香港政局
中的鬥爭傾向，讓選舉和立法重回振興
香港經濟。

兼顧各方立場利益
全國政協委員佘德聰表示，新增的第五

界別，讓更多愛國愛港的有志之士能參與
其中，並兼顧了全港各界別、各階層、各
方面的立場和利益；立法會採納「432」方

案，重塑行政與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
合的良性關係，逐步提升特區政府整體管
治水平。

港管治團隊將迎來一番全新面貌
全國政協委員施清流指，全國人大常委

會通過修訂決定，正是國家對廣大香港市
民心聲的回應。香港的選舉制度完善之
後，香港的管治團隊也將迎來一番全新的
面貌。真正愛國愛港的人，有了施展才能
的機會，可以全心全意為香港市民謀福
祉。

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中國商會創會
會長陳丹丹指，是次決定確保愛國愛港
者在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中佔據壓倒性

優勢，把企圖反中亂港的勢力徹底排除
在香港特區政權機關之外，為「愛國者
治港」提供了堅實穩固、安全可靠的制
度保障。
中國僑聯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

務副會長吳志斌表示，是次完善選舉制
度標誌着一套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選舉
制度的誕生，唯有讓愛國者牢牢掌握香
港管治權，才能讓香港有真正的民主、
法治、自由的進步，使香港的高度自治
在愛國有序的前提，穩步前行、行之有
道。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香港越秀各界聯

合會會長李誌峰指，中央充分尊重香港
社會的多元屬性，有廣泛代表性及均衡
參與的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有助特區政
府依法施政，立會運作順暢、高效，令
各界團結和聚焦本港深層次問題的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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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和白宮發言
人，以及美國駐港總領事史墨客日
前不但對中央完善本港選舉制度妄
加指責，更聲言黎智英、李柱銘等
亂港分子被香港法院定罪「有政治
動機」，是在赤裸裸干預香港司法
獨立。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合憲合
法、合情合理，黎智英等人罪成更
不容干涉。美國政客為罪犯撐腰開
脫、粉飾美化，再次證明美國正是
搞亂香港、遏止中國的幕後黑手。
美國的霸權霸道，包括港人在內全
中國人民都不吃這一套。

中央此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目
的是構建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具
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有利於確保
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提高
特區管治效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美國政客藉此大
放厥詞，公然污衊中央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和實施香港國安法的重大舉措，
並威脅實施所謂制裁，是公然干預本
港法治判決，粗暴干預特區內部事務
和中國內政。

眾所周知，美國長期資助、培植
本港的反中亂港勢力，利用黎智英、
李柱銘等代理人策動非法「佔中」、
修例風波等具有「顏色革命」性質的
反中亂港活動，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損害香港法治穩定。必須強調的是，
黎智英等犯罪分子在前年組織非法集
會示威，煽動連場黑暴犯罪活動，蓄
意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罪證確鑿，受
到法律制裁理所當然，不容任何外部
勢力置喙。

中央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正是為香港撥亂反
正、正本清源，堵塞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漏洞，保障絕大多數港人的合法
權利和自由。美國政客為黎智英之流
撐腰打氣，進一步證明美國就是本港
反中亂港勢力的最大後台。正如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言人所質問，美
方官員究竟是「與香港市民站在一
起」還是「與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沆
瀣一氣」？

美方口口聲聲關心香港「民主自
由」，但反觀美國今年1月發生佔領
國會騷亂後，美國政府一周內便拘
捕、檢控涉案人士。同樣的事情發生
在香港，香港將騷亂策劃者、參與者
繩之以法，讓其受到必要的法律制
裁，卻被誣衊為「有政治動機的行
為」，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是美國
妄圖以制度霸權，破壞香港的繁榮穩
定、阻撓中國的發展，美國霸權雙標
的虛偽面目和險惡用心暴露無遺，早
已喪失道德高地，只會自暴其醜。

美國干預香港司法 霸權雙標自暴其醜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近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

示，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選舉制度，「任何選舉方
法的最終測試，就是能否切實為人民帶來幸福快
樂。」世界上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民主模式，香港
的民主政制必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必須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促進香港良政善治、繁榮穩定。

違法「佔中」、修例風波、「35+初選」等一系
列教訓顯示，反中亂港勢力利用本港選舉制度的缺
陷，打着爭取普選民主的旗號，縱「獨」煽暴、不
擇手段奪取香港管治權。這種惡性選舉政治，不僅
綁架了香港經濟民生發展，更淪為顛覆「一國兩
制」、挑戰國家主權、排除異己的政治工具，根本
不可能給香港帶來公平公正、進步繁榮的良性民
主，只會把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單靠香港自
己不能解決這個難題，中央出手，從國家層面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令香港由亂到治，再由治到興，實
現浴火重生。

這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設立了候選人資格審查
委員會的「安全閥」，將「愛國者治港」原則具體
化、制度化，確保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者手
中；注重均衡參與、利益兼顧，有利於促進香港經
濟健康持續發展和長期繁榮穩定。立法會選舉制度
的重構，更充分體現摒除惡質民主、促進良性競爭
的用意，發揮撥亂反正的積極作用。

是次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回應了香港主流社會的殷切訴求，受到絕大多數市
民的歡迎和支持。但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又指手畫
腳，抹黑完善選舉制度是「民主倒退」「扼殺『民

主派』參選空間」云云。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此
前表示，選舉制度旨在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選委會委員要求獲取提名的候選人是愛國者，而非
要求有關人士須來自某政黨或持某種政治立場；候
選人只要證明自己是愛國者，沒有做過不效忠、勾
結外國政府而危害國家安全的事，具理念並希望服
務香港市民者，也有機會取得提名。完善選舉制
度，排除了「泛民」中禍害香港的激進者，「泛
民」中的溫和派的發展空間反而更大，將來組成的
議會，也將更能服務市民、推動香港發展。

事實上，民主沒有統一模式，美英歐日等國政制
就各不相同，各地都須按照各自特點，發展適合自
己的民主制度。19世紀法國政論作家托克維爾所著
的《論美國的民主》一書，被稱為「現代民主最重
要的一部名著」。托克維爾在書中對美國的民主制
度推崇備至，形容「達到當時民主政體發展所能達
到的最高水平」，但他也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的民
主實踐之所以成功，與美國獨特的民情、法制和地
理環境有很大關係，並忠告「法國不能簡單地模仿
美國的民主模式」，更以墨西哥為例，指出生搬硬
套美國模式，最終在政治動盪中宣告墨西哥民主失
敗。

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着才知道。太多的歷史經
驗和現實教訓警示，香港不能照搬美式民主，香港
民主搞得好不好，要看是否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否有利於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是否有利於促進香港良政善治、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只有適合香港情況、符合「一國兩
制」，香港的民主道路才能走得通、走得好。

糾偏治弊防惡質民主 切合港情促由治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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