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月底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香港特區政府須按「311
決定」新修訂的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本地法律。有關《條例草案》昨日刊憲，並
於今日提交立法會進行首讀和二讀。特區政府表示會全力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
作，爭取早日通過《條例草案》，以開展接下來大量的選舉籌備工作，包括今
年9月的選委會選舉、12月的立法會選舉，及明年3月的行政長官選舉。

是次修訂了8條主體法例及24條附屬法例，主要涉及六大範疇，包括重
新構建選委會、引入宣誓要求及相關事宜；訂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及
相關事宜；更新立法會的組成及其產生辦法；更新成為行政長官選
舉、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的資格，並設
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修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以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及落實一系列優化選舉
安排的措施。

工商金融界全由團體選舉
1,500名選委透過3個方法產生，分別是由個人或團體選舉
產生、當然委員及由指定合資格團體提名產生。其中，第一
界別「工商、金融界」的300人全部以團體票選舉產生，第
三界別「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的除了宗教界由團體提
名外，其他均由團體票選舉產生。第二界別「專業界」的
界別分組則基本上以提名及選舉，或當然委員及選舉各佔
約半產生。
是次新增的7個界別分組為中小企業界，基層社團，同鄉

社團，港九及新界的分區委員會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及有關
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等。

新增界別指定團體有三標準
被問及界定有關細節的考慮、為何基層團體這麼「少」時，

林鄭月娥解釋有三大標準，分別是有關細節與界別是否有密切
聯繫、有多大代表性，及是否符合「愛國者治港」的原則。
她進一步解釋，代表性取決於該有關團體有多少會員、多少屬

會，觀乎有關基層團體的會員人數和屬會數量、舉辦的活動及運作
的時間等，認為是符合要求。她並指，有關考慮是共通的，在其他界
別亦一樣。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要長治久安，必須完善選舉制度，參與者須是

愛國者。她有信心《條例草案》裏的規定能符合廣泛代表性、均衡參
與、社會整體利益這幾個指標，「如果一個界別30個選委都是由同一

個看法的人擔任，亦未必能反映這個界別在社會的參與度……今日有
均衡參與，要與界別有緊密聯繫，及持續運作3年，更能彰顯要求，不

能簡單以建制或非建制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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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參與政府科創發展諮詢的學術組織和專業團體

第2部：與創新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公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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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今交立會首讀二讀 特首指符合完善選制三目標
1500選委複合多元 選舉 提名 當然 三途產生

選舉的細節

●屬全港各區工
商聯有限公司
的團體成員及
有權在該公司
的會董局表決

●屬香港中小型
企業總商會有
限公司的團體
成員及有權在
該公司的理事
會表決

●屬香港中小型
企業聯合會有
限公司的團體
成員及有權在
該公司的會董
會表決

1. 深圳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2. 廣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3. 東莞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4. 中山市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5. 惠州市工聯諮詢服務中心

6. 工聯康齡長者服務社(中國
香港)廈門代表處

7.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

8.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天津

9.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上海

10.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浙江

11.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廣東

12.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福建

13.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廣西

14.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四川

15.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武漢

16.中國香港(地區)商會—遼寧

17.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山東

18.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

19.上海香港聯會

20.廣州市天河區港澳青年創業
服務中心

21.香港內地經貿協會

22.深圳市前海香港商會

23.重慶海外聯誼會—在渝港澳
企業家分會

24.福建省僑商聯合會

25.惠州仲愷高新區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聯合會

26.廣州花都區在花港人聯誼會

27.佛山禪城區港人交流會

（a）中華全國婦女聯
合會香港特別行
政區特邀代表

（b）中華全國工商業
聯合會香港特別
行政區執委

（c）中華全國歸國華
僑聯合會香港特
別行政區委員

（d）中華全國青年聯
合會香港特別行
政區委員

（e）中華海外聯誼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
理事

1. 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學）

2. 腦與認知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學）

3. 轉化腫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

4. 太赫茲及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城市大學）

5.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

6. 超精密加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理工大學）

7. 分子神經科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科技大學）

8. 海洋污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城市大學）

9. 藥用植物應用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

10.肝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學）

11.合成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學）

12.化學生物學及藥物研發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理工大學）

13.環境與生物分析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浸會大學）

14.生物醫藥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大學）

15.消化疾病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中文大學）

16.先進顯示與光電子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
（香港科技大學）

17.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18.國家鋼結構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19.國家軌道交通電氣化與自動化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
港分中心

20.國家貴金屬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1.國家人體組織功能重建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2.國家重金屬污染防治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3.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有限公司

24.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再生醫學與健康創新中
心有限公司

25.中國科學院香港創新研究院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創新
中心有限公司

第1部：國家級科研平台
1.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

2. 物流及供應鏈多元技術研
發中心有限公司

3.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有限公司

4. 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有
限公司

5.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

6.香港科技園公司

7.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

8.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9. 香港互聯網註冊管理有限
公司

10.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
司

11.汽車科技研發中心

1. 香港科學院

2. 香港工程科學院

3. 香港青年科學院

4. 香港學者協會

5. 互聯網專業協會有限公司

6.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有限公司

7. 香港電腦學會

8.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有限公司

9. 香港通訊業聯會有限公司

10.香港人工智能與機器人學會
有限公司

11.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1.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2.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有限公司

3. 香港廣西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4.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5. 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有
限公司

6. 香港江蘇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7. 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有限公司

8.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9. 香港湖北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10.香港湖南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11.香港江西社團(聯誼)總會有
限公司

12.香港山東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13.香港四川社團總會有限公司

14.香港天津聯誼會有限公司

15.香港重慶總會有限公司

16.香港甘肅聯誼有限公司

17.香港陝西聯誼會有限公司

18.香港河北聯誼會有限公司

19.香港安徽聯誼總會有限公司

20.香港山西商會有限公司

21.香港寧夏社團聯會有限公司

22.雲南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23.香港貴州聯誼會

24.青海港澳聯誼會有限公司

（a）香港島各界
聯合會；

（b）九龍社團
聯會；

（c）新界社團
聯會；或

（d）屬任何在
（a）、（b）或
（c）段所述
的聯合會
或聯會的
團體成員
及有權在
該聯合會
或聯會的
大會上表
決。

長達717頁的《2021年完善

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昨日刊憲，今日提交立法會

首讀及二讀。是次修例的重點之

一，是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

《條例草案》公布了修訂後1,500

名選舉委員會成員的產生方式，

包括由個人或團體選舉產生、當

然委員及由指定合資格團體提名

產生，還列明了各分組界別所涉

的團體或組織等名單，整個架構

複合多元。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有信心

《條例草案》裡的規定能符合

廣泛代表性、均衡參與、

社會整體利益這幾個指

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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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細節

（a）以下列明團體：

（b）上述列明團體認定的縣級或縣級以上同鄉社團

選舉的細節

新
選
委
之
五
：
內
地
港
人
團
體
的
代
表
27
席

提名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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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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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新制審議及
三場選舉時程

2021年

4月13日

《2021年完善選
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

刊憲

4月14日

向立法會提交
《條例草案》，
進行首讀及開始

二讀辯論

5月底

《條例草案》恢
復二讀辯論、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及三讀

選舉委員會當然委員
個人提交登記表格截止、
所有選舉委員會參與投票的
合資格團體或個人選民登記
截止，立法會功能界別選

民登記截止

7月5日

提名（15席）在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產生

選舉（15席）的細節

9月9日

選舉委員會界別
分組選舉

10月22日

新一屆選委會組
成，任期5年

12月19日

第七屆立法會
選舉

2022年

3月27日

第六屆行政長官
選舉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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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界：盼政策符業界需要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副會長楊全盛︰
香港經濟架構主要來自中小企，但過去中小企的聲音被忽略，

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後，中小企的聲音能夠上呈下達，直接反映業
界訴求。今次算是好開始，往後應按經濟模式的變化，增加中
小企的代表數目。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麥美儀︰
自受到中美貿易戰、疫情等衝擊，令香港的經
濟模式衍生很多新興行業，其中大部分都屬
中小微企，它們在努力營運過程中遇到不
少困難，須向特區政府反映。日後中小
企有15名選委代表，期望特區政府
在制訂政策前，能夠深入了解及
考慮業界的實際需要。

全國青聯副主席霍啟剛：
選委會加入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包

括全國青聯香港成員，更好體現選舉委員會
的廣泛代表性，平衡了社會不同持份者的聲
音，本人期望未來青年議題可以升格至更高
層次的討論，為香港廣大青年創造更廣闊、
更優質的前路，讓他們朝着理想砥礪奮鬥。

全國青聯副主席梁宏正：
全國青聯港區成員由香港不同階層的青年

代表組成，大部分成員都有多年服務香港青
年的經歷，對國家發展情況、香港社會情況
以及香港青年的需要都有較深的理解和認
識。他們加入選委會將能夠發揮作為中央和

香港之間橋樑與紐帶的作用，同時將不同階
層的聲音帶進選舉委員會。

全國青聯常委梁毓偉：
選舉委員會加入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代

表，包括全國青聯香港成員，不但提升選委
會的廣泛代表性，也為不同階層、有志為香
港建言獻策的青年代表，參與香港建設及公
共事務提供更廣闊平台，讓他們未來繼續建
設香港、建設國家，為香港的持續穩定繁榮
發展作出貢獻。

全國婦聯特邀代表徐莉：
第五界別的全國性團體之中有全國婦聯的

出現是一件好事，增加了女性參政議政的空
間，體現男女平等，令香港的民主發展更向
前邁進一大步。

全國工商聯常委林龍安︰
重構選委會更多群體參與香港的政制事

務，是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的體現，打破
某個界別、地區、團體的利益局限性。將全
國工商聯納入其中，能夠推動全國工商聯和
香港在經濟方面的無縫對接，積極發揮香港
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的地位優
勢，促進香港主動融入國家雙循環發展，讓
香港再次騰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鄭治祖

● 林鄭月娥說有信心
選舉新例能符合廣泛代
表性、均衡參與、社會
整體利益等指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新選舉條例草案今天提交立法會首讀新選舉條例草案今天提交立法會首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同相關官員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草案同相關官員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重新構建的選舉委員會中，
部分的界別分組尤其為社會關注，包括取代資訊科技界的科技
創新界。科創界認為，完善後的選舉制度更能反映業界聲音，
長遠對業界發展會有裨益。

中國工程院院士、港大榮譽教授陳清泉：
香港的經濟結構過分依賴地產、股票，香港必須加強對於科

技的投入，而特區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有利科研的措施，更需
要在選委會及立法會體現科技界的聲音，反映業界的實際需
要。

國家人體組織功能重建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主任唐
本忠：
有關安排讓科創界可以透過投票、選舉等方式表達對相關政

策的聲音，確保政府政策有效落實，制定正確的科技發展體
制，並協助香港融入大灣區的發展。

智慧城市聯盟會長楊文銳：
能參與科技創新界的選舉，意味智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已經獲得政府重視，有助與政府合作制定智慧城市的發展策
略，利用資訊及通訊科技及採用有效的資源管理，推動創科，
創造一個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培養知識型經濟。

互聯網專業協會榮譽會長洪為民：
科創界加入了國家級科研機構及新經濟下衍生的科創行業組

織，是有助提升當選代表的專業性舉措，體現了界別的廣泛代
表性，相信有利政府更全面吸收業界聲音，對香港科創的長遠
發展起到正面作用。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主席于常海：
選委會和立法會設立科技創新界委員和議員，反映特區政府
堅決持續推動創科發展，並對科技創新界寄予厚望。該會必將
積極推動國際創科中心建設，全力參與大灣區發展。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邱達根：
聯會支持政府按實際情況與時俱進優化制度，深信此舉可

吸納更多業界聲音，締造有利環境推動創科發
展，並選出更有能的選委及立法會

議員，為業界發展發揮最
大裨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詹漢基）全國人大常委會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後，科技創新界將取代
原有的資訊科技界，昨日公布的《條例草案》中列
明了該界別的30個席位的細節，包括15人由中國
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的香港院士協商提名產生；其
餘15人則從多個國家級科研平台、與創新科技發展
密切相關的公營機構、參與政府創科發展諮詢的學
術組織及專業團體中選舉產生。

大學校長成當然選委
另一個受到關注的是由教育界及高等教育界合併

而成的教育界。新的教育界的30席中，教資會8所
資助大學、公開大學、樹仁大學及恒生大學等院校
共11位大學校長，及天主教香港教區、保良局、香
港聖公會、東華三院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5家
營辦中小幼學校總數最多的機構代表，將佔有16個
當然委會席位；其餘14名委員則由香港演藝學
院、職業訓練局、考評局等多個機構經
選舉產生。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
版界的組成則有所改
變。在該界別分
組 30 席
中，15

席將由港協暨奧委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香港
會員總會及香港出版總會提名，另有15席選舉產生
的委員，以團體票選出，除了香港體育學院外，相
關團體還包括19個演藝界行業協會及本地持牌廣播
機構，及114個文化界公營機構、協會及團體。

記協新聞聯均無一票
香港出版總會亦會繼續保留，但過往被社會質疑

立場偏頗的記協則被踢出名單，另香港新聞工作者
聯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香港報業公會及
報刊團體東主亦不再保留。
社福界的席位由60席減至30席，其中15個屬當
然議席，包括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慈善機構主席，
還有新家園協會、香港義工聯盟、勞聯智康協會等
服務基層的社福團體。

科創界選委 兩院港院士佔半

由以下團體各提名1人：

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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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團體：發揮橋樑紐帶作用

同鄉社團：積極發聲加入管治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第一執行主席鄧清河：
重構選委會能夠更有廣泛代表性，體現和全面貫徹了「愛國者治

港」原則。我對同鄉社團在選委會中能有60個席位感到欣慰，相信
這對社團首長都會有推動力，令大家更努力做事，積極履行好自身
職責，在選委會中積極發聲和作出貢獻。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
福建社聯作為愛國愛港團體之一，十分支持行政會議通過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亦十分希望
有更多愛國愛港人士加入政府管治團隊。聯會正在收集各位會員
的意見和意願，為進入選委會做好充分準備，更好地服務市民和
社會。

內地港人團體：推動兩地融合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
內地港人是近年一個新的群體，而選委會界別中新增的內地港

人團體過去與內地關係比較密切，工聯會更長期為內地港人工作
並針對政策發聲。工聯會日後會透過這個新渠道，與其他內地港
人團體多溝通與協調，為內地港人共同發聲，同時協助他們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遼寧會長張立︰
是次安排是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對於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服務

和代表眾多內地港人將近30年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也使選舉委員會
更具廣泛代表性。作為遼寧地區的會長，會把眾多在遼港商港人的
意見和訴求，通過適當的渠道轉達給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及與香
港駐遼機構繼續緊密合作，推動遼港兩地更好的融合。

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廣西會長潘稼穰︰
廣西有數百家港企，有關安排讓他們有渠道表達自己的意願。

內地市場廣闊，廣西比鄰粵港澳大灣區，面向越南和東盟國家，
香港青年人在廣西有很多方面可以發揮。我將發揮多年在內地創
業經驗，為香港青年拓展內地就業空間和創業環境提供方便。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珈琳、蘇徵兵、文森

基層社團：增廣泛性合民意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將制定具體機制令會員之間產生代表成為

選委，為社會和市民積極貢獻力量。重新構建選委會能夠體現
社會各界的整體利益，體現均衡參與原則，更增強廣泛代表
性，符合民意。

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陳勇︰
新社聯在香港回歸祖國前就已成立，一直都愛國愛港。近年不少

攬炒分子鑽制度空子，勾結外國勢力，破壞法治，令特區政府施政
艱難，完善選舉制度就是為了堵塞這些漏洞，確保「愛國者治
港」，讓政治制度保持最大穩定，讓「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選 委 會 部 分 新 增 及 經 調 整 界 別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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