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要聞

選制完善後成定海神針 本年度立法處理起底

特首：新選制條例下周三交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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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

為普選建穩固基礎
絕非「民主的倒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
答問大會，回應議員的提問。會上，多
位議員關注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是
否
「民主的倒退」
、會否令立法會難以反
映不同市民聲音、政府如何培訓人才，
以及了解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入閘
條件等。林鄭月娥逐一回答有關提問，
並強調完善選舉制度亦絕非是「民主的
倒退」，而是為日後的普選建立一個更
穩固的基礎。

問：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其中一
個目標是要落實
「愛國者治港」
，除了
要優化治港班子和公務員團隊，有否
具體方案培訓一些治港人才參與特區
管治？

●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指出經完善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發揮「定海神針」的功能，符合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目
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答：全國人大修訂附件一和二的其
中一個目的是希望透過完善香港特區
選舉制度，切實提升治理效能，目前
有兩個方向培訓人才。第一，是需要
更加積極培養公務員的治理能力、理
念，包括深切認識「一國兩制」精
神、憲法和基本法，這樣才能確保公
務員隊伍裡都是治港的愛國者；培訓
方面要成立公務員學院，現時的工作
不算有系統和規模，亦沒有突顯到公
務員需要重點培訓的特徵，所以非常
有需要建立一間永久的公務員學院，
中央對此亦大力支持，目前公務員學
院的選址和設計都開始了，但仍要等
待幾年時間，所以今年底爭取成立臨
時公務員學院。
第二，是為社會培訓政治人才，所
以無論是政黨或智庫透過工作培訓人
才，特區政府都會全面配合，包括被
培養的人才希望有一定的政府工作經
驗，可以參加政府為年輕人提供的實
習、早期的影子計劃或加入政府的委
員會。她覺得可以兩條腿走路，但是
後者屬於非公務員體系的政治人才，
呼籲政黨一同努力，因為如果沒有治
港人才在政府及議會，再好的制度都
難以幫助提升整體特區的治理效能，
從而為香港的市民服務。
至於會否考慮在各個政策局增加副
局或政助之類的職位，本屆政府沒有
空間重新再看政治任命官員的規模，
但相信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後，下
一屆政府需要認真研究。

完善選舉制度創造穩定環境，為特區政府施政和行政立法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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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創造有利空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
答問會，指出經完善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發揮「定海神針」的功
能，符合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目的，若條例草案徵得行政會議
同意，將可於下周三（4 月 14 日）在立法會特別加開的會議進行
首讀。林鄭月娥並指，會在本立法年度交草案處理起底問題，積

極重建行政、立法關係等。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決定下周三 12 時半召開特別會議，處理修訂選舉制度的草
案首讀。當次會議將不會處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表示，經完善的香港特區選
舉制度，將可有效建立一套符合

「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符合香港的實
際情況、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政治體
制，既發揮「定海神針」的功能，又符
合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目的。
她並衷心感謝立法會的絕大多數議員
已經公開表示對於完善選舉制度的認
同，亦感謝超過 200 萬名市民透過線上
線下簽名支持。

符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目的
她並指，立法會議員最有資格以自
身在立法會和地區工作的體會，說明
目前選舉制度的漏洞，導致特區政治
體制內通過選舉產生的立法會和區議
會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亂象，不但令議
會極端化，內耗不斷，更被利用為反
中央、反政府、散播仇恨，甚至鼓吹
「港獨」、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
全的平台。
就公眾解說方面，林鄭月娥表示截至
前晚，她與司局長一共舉行了 5 場政府

內部解說會、68 場與社會各界的座談
會、接受了八個傳媒訪問和派發了超過
10 萬本小冊子，這些廣泛的宣講將有助
立法會稍後正式審議有關的條例草案。
她指出，經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
律政司的相關同事不懈努力，可以確
定 這 條 名 為 《2021 年 完 善 選 舉 制 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若徵得行政
會議同意，將可以於 4 月 14 日在立法
會特別加開的會議進行首讀。由於審
議時間緊迫，特區政府會盡量配合法
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並且會就具體
做法徵詢法案委員會主席的意見。她
又指，特區亦會採取措施，依法規管
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承諾親自督促跟進假新聞
除完善選舉制度的相關工作外，特區
政府亦正積極處理其他問題。對於香港
在修例風波期間深受假新聞、假信息、
起底所害，林鄭月娥指，特區政府會優
先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爭
取於本立法年度提交條例草案。至於假

新聞或在網上散播仇恨的信息，現階段
正進行研究，未必能夠趕及於本立法年
度提交法案，但林鄭月娥承諾會親自關
心這課題，並督促有關政策局盡快跟
進。
有議員指，特區政府必須把握機會重
新建構行政立法的關係。林鄭月娥回應
指，政府不是期望立法會成為橡皮圖
章，也不敢奢望立法會會支持每一項政
策，但只要議員都是愛國愛港、為香港
做實事的，可以有不同意見，例如反對
撥款申請，但底線一定是愛國者。
她指出，政府近幾個月亦正在重建行
政立法關係，並認為行政立法關係就是
透過不斷地互動、互相尊重和預先有商
有量，而不是到提交草案、提交建議才
告訴立法會政府正在做這件事，除了需
要保密的內容，會鼓勵同事更開放，在
更早的階段和議會溝通；這亦包括行政
會議。
此外，林鄭月娥認為特區政府現時值
得檢視一次有哪些空間可透過重整減省
人手，提升效率，改革公營部門。

問：地區直選只有 20 席，如何收
集不同市民的意見？
答：政府施政是以人為本，但過去很
多由直選產生的議員，在選舉時聲稱會
反映市民意見，但選完後全部是政治議
題，比如今天的區議會，所以政府會用
好地區收集市民意見的渠道，例如今次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增加的板塊正正就
是令更多基層社區聲音被反映，市民可
去當區的分區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同
鄉會等等反映意見。

曾國衞：研修法例規管煽投白票廢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
祖）立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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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委員會昨日繼續
●曾國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進行討論。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
長曾國衞回應議員提問時表示，資格審
查委員會若對參選人的資格有任何疑
問，將要求對方提供資料及解說。
他強調，因應中央今次完善選舉制
度，政府需研究是否需要修訂法例，以
規管其他具體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包括鼓勵投白票、廢票、鼓勵組織或煽
動否定選舉等行為。

資審委有疑問會要求參選人解說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在會上提
問，根據法院早前的裁決，當選舉主任
認為某參選人的參選資格有疑問時，須
給予足夠的機會，讓有關人士作出申
述，日後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會否給
予相同的機會？曾國衞回應時表示，資
格審查委員會若對參選人的資格有任何
疑問，同樣都會要求對方提供資料及解
說。不過判斷參選人是否擁護基本法及
效忠特區政府這方面，則由國安委及警
方國安處具體進行審查及確認，由於或
涉及國家安全內容，要視乎實際情況才

決定會否要求參選人作補充。
張國鈞追問，會否將資格審查委員會
的範圍，擴展至審查區議會參選人資
格？曾國衞表示，修訂工作暫時聚焦在
立法會選舉、特首選舉上，由於基本法
附件一及附件二的修訂亦未有提及區議
會，但會考慮將來是否有需要將有關制
度延伸至區議會。
曾國衞又指，若有需要修例，會適當
區分破壞選舉的活動及正常拉票活動，
令拉票活動不受影響，政府絕對尊重市
民的投票權利，而現行法例有規管選舉
舞弊、操縱選舉等行為，今次因應中央
完善選舉制度，需研究有否需要修訂法
例，以規管其他具體操縱、破壞選舉的
行為，包括鼓勵投白票、廢票、鼓勵組

織或煽動否定選舉等行為。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政府提出
的條例草案會否涉及區議會改革，包括
重設委任制等。曾國衞回應指，自 2019
年區議會選舉後，區議會出現泛政治化
情況，令區議會職能失效，政府正檢討
區議會安排，待稍後有具體安排會到立
法會聽取議員意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擔心，籌
備選舉時間緊迫會影響選民登記工
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鄧
忍光指，受影響界別的選民需要重新
登記選民資格，大約 20 萬人受影響，
主要集中在選委會界別。期望本月中
把草案提上立法會進行首讀，6 月通過
有關法例。

問：海外人士和傳媒抹黑全國人大
決定，特區政府在外地的經貿辦如何
解說？
答：海外傳媒對香港的報道充滿了
偏見，更有部分海外政府抹黑中央支
持香港的工作，不斷上綱上線，令他
們很憤怒，所以國家的外交部亦不斷
反駁和澄清，至於特區政府海外的經
貿辦也有重要的角色，見到海外傳媒
有不實報道和抹黑時會立馬寫信澄
清，並盡力解說。

問：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入閘條
件是什麼？

答：入閘的基礎是法律，並寫在了本
地法律內，所以最終的決定並非隨意人
為選擇性。一方面是很客觀的要求，如
年紀、居住要求、獲得的提名、犯罪記
錄等，另一方面是國家安全，即有沒有
效忠中國香港特區和擁護基本法，所以
並不存在資審委可以隨意排擠沒有犯客
觀條件和國安審查的參選者，一切都是
依法辦事，非常嚴格地進行。
至於會否因為在短時間內審查這麼多
參選人而有漏網之魚，政府的選舉工作
是非常嚴謹，會確保有足夠資源做前期
審核工作提交給資審委作決定，不會吝
嗇任何人手。

5

問：至今聽到社會對新選舉制度的所
有意見或疑問是什麼，有否聽到需要特
別針對性澄清的誤解？

答：目前歸納的意見都是時間性的問
題，擔心政府是否做得及和重新進行選
民登記會否有漏誤，所以希望立法會越
早通過法案，政府就能越早啟動工作。
另一個社會意見是他們未見到基本法
附件一的合資格團體選民或提名機構是什
麼，所以很多人士會提問這是否公道，會
不會有一些沒有代表性的團體在內。
對此，政府會進行不同階段的解說，
即現階段是解說為何要做這件事，完善
後有什麼好處；當條例草案出了之後的
解說條文是什麼；當條例通過後，就解
說進入選舉過程中的逐個步驟，涉及個
人和團體方面的登記和選舉安排等。由
於這條綜合條例會包含改善投票日的安
排，如關愛隊、電子選民登記冊等，所
以這些都要進行解說，發放準確的資
訊，以免屆時造成混亂。
至於有立法會前議員聲稱，要求有志
參加立法會和選委會的人士要在 個界
別獲得提名票是一種「屈辱」，認為這
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任何參選人包括
她本人在 年前，明知有 300
多人不會
給她票，但她都很謙卑地向他們解釋自
己的理念和對於治港有什麼經驗等，以
求爭取多一票提名，亦從來沒有屈辱的
感覺，因為任何投身政治工作，願意拋
身做選舉工作的人士不應該認為取提名
票會有任何屈辱，講這句話的人根本不
理解選舉和民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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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問：反對派聲稱全國人大決定是
「民主的倒退」
，如何準確地理解基本
法第六十八條？
答：是次完善選舉制度沒有修訂基
本法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如果
有人不接受普選是需要按基本法和
「一國兩制」
而行，那麼永遠都達不到
普選的最終目的，而事實亦證明自從
2015 年後道路越走越歪，所以現在
回到正軌，完全有信心未來達至普選
目標，而且這不是「民主倒退」，而
是為日後的普選建立一個更穩固的基
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