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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制促進公平 利益兼顧民主進步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出台

體利益，有效遏止極端偏激的政治勢力進入管治架構。在

並交立法會審議，落實全國人大決定，「愛國者治港」制

新選舉制度下，新來港人士、少數族裔等基層團體，以至

度化將進入最後階段，香港民主、社會發展將翻開新一

社會各階層均可享有更大的民主選舉權利，有助香港解決

頁。完善選舉制度重構具有香港特色的新民主制度，充分

深層次矛盾，保障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穩定，維護「一國

體現廣泛代表、均衡參與原則，更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和整

兩制」行穩致遠。

許榮茂 全國政協常委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完善選舉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為香港發
展撥亂反正，去除選舉制度激進化、民粹化、碎
片化的弊端，讓香港政治生態重回正軌。特區政
府、社會各界可以專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解
決貧困、房屋等問題。近年不少攬炒分子鑽制度
空子大肆進行反中亂港奪權、謀政治利益，社會
高度政治化，立法會、選委會社福界長期被攬炒
分子騎劫，連服務市民的工作也變得政治化，影
響照顧民生工作的有效開展。完善選舉制度就是
為了堵塞漏洞，確保「愛國者治港」，把反中亂
港的人排除出去，讓政治制度保持最大穩定，

讓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能集中精力造福市民、扶
助弱勢階層。

化解施政障礙
政府出台的草案對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訂
定委員的產生辦法、投票人和候選人資格等均
作出詳細而清晰的安排。尤其是對選舉委員會
界別進行一系列的合理調整，包括把長期服務
市民、促進香港社會和諧的多間慈善團體納入
其中，成為選委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政府
回應社會關切、照顧香港實際情況，體現民主

促進社會公平的精神，顯示了完善選舉制度是
香港民主進步。完善選舉是眾望所歸，獲得香
港大多數市民的肯定和支持。

「政治騷」
已失效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絕非搞
「清一色」，中央及特區政府反覆強調，「泛
民」只要不逾越香港國安法的法律紅線、接受
新選舉制度規則，都可以依法參選、依法當
選。在新選舉制度下，選委會、立法會在規模
擴大、界別增加、分組優化、職能增加之後，

加強國家安全教育 築牢「愛國者治港」根基

陳愛菁 九龍西潮人聯會會長 河北省政協常委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安全教育。教育領域撥亂反正的任務相當艱
巨，要培養具教學專業素質、以學生為本、
盡責的教師隊伍，香港的教材要進行改革，
要以「國民教育」為綱，統領其他專業科目，教師要認識
到「香港、國家、世界」命運共同體，是三者缺一不可，
若然缺一，教育就會出現偏差，讓學生走上歧途。
二是提高公務員的國家安全意識、國民意識和大局觀
念。香港回歸已近 24 年，公務員隊伍仍習慣按照港英時
代的「金科玉律」辦事，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仍缺乏足夠理解和認識。因
此，特區政府推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公務員隊伍
亦應是重點。香港已制定了「公職人員條例」，公務員已
全體簽署聲明，宣誓效忠特區及擁護基本法，今後若有違
反誓言，或者行為失當，將會被終止職務。特區政府今後
應有系統地對公務員進行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讓他們認
識國家的憲制運作。香港的國家安全教育搞得越好，香港
繁榮穩定就越有保障。

完善選舉制度 解建屋問題



李梓敬
前特首梁振英在任期間，曾委託房協就大
欖郊野公園及馬鞍山郊野公園邊陲兩幅生態
價值較低的土地改為發展公營房屋進行可行
性研究，惟當年仍屬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陳淑莊諸多批
評，直指發展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的建議不能接受，甚至出
言威脅往後若有相關議案，「必定會拉布拉到天昏地
暗」，表明會阻撓，行為極不負責任。
另外，房屋署於 2013 年研究在一幅達 33 公頃的棕地上
興建公屋，預期可提供1.7萬個單位，其後因地區人士擔
心交通難以負荷，2014 年經修訂後決定先行發展第一階
段 4,000 個單位，並押後第二期建屋計劃。不過，其後
「本土行動」成員朱凱廸聯同攬炒派立法會議員、區議員
介入事件，更將項目抹黑為「官商鄉黑勾結」，不但激化
社會矛盾，更令政府在收地一事遇上極大阻撓，最終亦延
遲項目上馬。
避免有關問題重演，本港選舉制度漏洞有必要堵塞，確
保只有愛國者才能進入本港管治架構，在民生事務的無謂
「拉布」才可杜絕，令本港社會少一些爭拗，多一些正能
量，讓社會集中精力處理住屋困難等深層次問題，港人得
以安居樂業。

國安教育三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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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 教聯會理事

每年的 4 月 15 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目的在於提高全民國家安全意
識，營造維護國家安全的濃厚氛圍，同
時認識國家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培養國民身份認
同。特區政府以「國家安全．護我家園」為主題舉辦多場
活動宣傳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正如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
誌所說，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也是社會穩定
的重要基礎和人民美好生活的最佳保障。
維護國家安全應該是全民共識，對學校、社會團體等涉
及國家安全的事宜，特區政府應當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宣
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對於學校開展香港國安法的教
育，筆者有以下幾點意見。
首先，要將維護國家安全視作一種公民義務大力推行。
每一位公民既享受國家所給予的各項權利，亦應負起維護
國家安全的義務。維護國家安全等同其他範疇的公民義務
一樣，必須從小開始培養，並把它視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公
民義務加以推動。
其次，學校老師教授香港國安法時宜多正面講解，實施
香港國安法對國家以及對香港安全有何好處。如果老師只
是簡單地教學生避免犯法，反而增加學生對香港國安法的
恐懼，不利學生全面了解其中的涵意。坊間一些老師經常

質疑學校一旦推行香港國安法教育，會不會
在課堂因為踩中「政治紅線」或者說錯了什
麼，而被教育局和學校秋後算賬？其實這些
擔心都是過慮的。
最後，香港國安法教育在學校推行並不能夠以觀點與角
度問題，任由學生討論。曾聽聞某一位資深中學校長在研
討會上指出，學校推行香港國安法教育，應該讓學生深入
討論，讓學生自己得出結論。例如：學生可以討論公民有
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但與保障國家安全的國際標準又如
何平衡等等。筆者必須指出這種教學方式是行不通的。因
為，負責任的老師亦不可以設立吸毒是否有害的議題，然
後由學生互相討論得出結論。因為大家都知道吸毒本身正
正是一種違法的事情，怎能夠任由學生用討論的方式得出
有意義的結論？同樣道理，通過實施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
整體安全，其作用及目的是不容置疑。故老師須全面、正
確教導學生了解香港國安法而非以觀點與角度問題，由學
生自行討論形式進行。
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每一位市民應有的責任，亦是未來
特區政府面對的一大課題。教育局和學校、教師應該認真
思考，在國家安全日益重要的大前提下，如何做好學校香
港國安法教育。

特區政府在 4 月 14 日提交《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予立法會首讀及二讀。近日，關
於選委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具體細節，經政府及報刊披露，
引起了坊間熱烈的討論，從時間上
看，這三場選舉雖然時間緊湊，但相
信在全港市民的支持下，立法會必會
忠實履行其職責，為香港走向長治久
安盡最大的努力。
一般而言，涉及特區政府這三項
重大的選舉事宜，需要更多的時間
鋪排和處理，但我們有一個最大的
優勢，就是中央為特區作出了決定
性的指導，為特區政府在短時間內
推出《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奠定了有利的基
礎，從而顯示出中央對香港的關愛和
照顧。不論怎麼說，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是關乎國家安全和香港繁榮穩定的
重要因素，若香港一如既往事事受反對
派操弄，凡事都掀起所謂的爭議，然後
以不成理由的理由把重要決定擱置下來
的做法，香港就只能永遠處於混亂的
狀況。正因為如此，廣大市民看到了
中央依法履責行權，全國人大及其常
委會以「決定＋修法」這種具有堅實
的憲制基礎和法律依據的做法，為香
港度身訂做了全新的選舉規定，而特
區政府馬上加以落實，兩相配合，既
體現了中央履行特區的憲制責任，也
體現了「一國兩制」的應有責任。
特區政府交付立法會審議的修訂
條例草案，完全符合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修改後的要求，新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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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積極檢測 推動全面復課

今年兩會期間，主管港澳事務的副總
理韓正在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會面。據
報道，韓正副總理十分關注香港房屋問
題，認為社會要安定，需解決房屋問題。由此可見，中央
非常重視香港面對的嚴峻房屋問題，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杜絕攬炒派在議會內濫用
拉布、阻撓施政，市民期望本港的房屋問題將有所改善。
香港近年政爭內耗，議會空轉，打擊政府施政，令社會
難以聚焦民生及經濟議題，以致社會和經濟發展遲緩，矛
盾加深，特別是本港房屋土地問題，一直遲遲未能有效解
決，現時有逾 20 萬人居住在劏房、工廈、寮屋等不適切
居所，申請公屋的宗數已達 30 萬宗，一般申請者輪候公
屋的時間平均近6年。居住面積方面，目前香港人均居住
面積為170平方呎，比一個半標準車位更小。情況反映，
本港房屋問題近年不但沒有改善，相反日益惡化。
就解決住屋問題，政府及坊間過往提出不少建設性的建
議，例如在郊野公園邊陲土地發展建屋、加快重建老舊屋
邨、在棕地建屋等。可惜攬炒派「騎劫」立法會及區議
會，不斷阻撓特區政府覓地建屋，令基層市民陷入水深火
熱之中。

強化民意基礎提升施政效能

今天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
日」，官方活動包括開幕典禮暨主題講座、社區及校園
「同心匯」、「忠誠護國安．勇毅保家安」教育展覽等，
電視台更會現場直播警隊的中式步操表演。相關活動提高
香港市民國家安全意識，有助增強防範和抵禦安全風險能
力，落實「愛國者治港」。我們要通過國家安全教育，讓
年輕人認識到我們是炎黃子孫，是中國的公民，更要認識
到當前外國勢力特別是美國把香港和台灣當成遏華棋子的
圖謀，要讓年輕一代真切體會到沒有國安便沒有家安。
回歸初期，為了平穩過渡，安撫人心，大力宣傳「馬照
跑、舞照跳」，忽略了樹立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
概念，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工作出現缺失。現在汲取教訓，
將香港拉回正確的軌道，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
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可以說是從政治上落實了香港回
歸。
從長遠來看，要提高「愛國者治港」的管理質素，還要
做大量的、長期的工作。一是要認真做好各級學校的國家

政治光譜更加廣闊，更能體現廣泛代表性和均
衡參與。「泛民」不再靠激烈抗爭行為大演
「政治騷」，而是真心誠意實幹服務香港和市
民，仍然大有發揮空間。
完善選舉制度，結束香港政治亂象，創造長期
穩定的發展環境，相信必受香港社會歡迎。求穩
定、求發展已成為香港社會主流共識，完善選舉制
度的本地立法階段已展開，特區政府、社會各界要
進一步努力凝聚支持完善選舉制度的廣泛共識，為
香港進一步推進和鞏固撥亂反正、由亂及治的局
面夯實基礎，切實重塑政通人和的管治生態。

資審會成員均由特首
委任，成員為基本法
第 48 條所指的主要官
員，並吸納部分社會
人士，這樣的組成方
法無疑有利更好把關，確保選舉的
公正公平和合法性。香港社會的呼
聲是選委會的組成必須具廣泛代表
性，通過有認受性的資審會成員的
審核，參選者的資格更符合選民的
期望，更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同
時也體現了社會整體利益，從原四
大界別 1,200 人擴至五大界別 1,500
人，行政長官由擴大了的界別和選
委提名和投票產生，就是明顯的進
步。至於立法會的選舉，通過選委
會、功能組別、分區直選三種方式
產生，相信未來 90 位議員所代表的
民意基礎將會更高。
接連三場的選舉，在確保「愛國
者治港」這個大原則下，又體現了
均衡參與的特徵，可以說為香港未
來走向更加繁榮昌盛定下了穩固的
基礎。而在選舉時訂出的靈活做
法，譬如設立「關愛隊」，讓七十
歲以上長者、孕婦、殘疾人士等優
先排隊投票，顯然是一種保障選民
均衡參與的好方法。
社會希望立法會以高效率完成審
議並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希望
保證「愛國者治港」，希望有利香
港行政主導、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提高管治效能，希望「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相
信這些目標一定能夠達到。

何杏研 公共政策分析員

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一年多，莘莘學
子經歷停課、復
課、再停課的不斷輪迴。教育局早
前提出，如學校全校教職員每 14 日
定期通過檢測，可批准學校全面恢
復半天面授課堂，外界認為輕而易
舉，教育界卻對此復課要求有不同
的意見。
社會上涉及公共政策之議定，不
少也是耗時、容易引起爭論，甚至
社會紛擾，2019 年修例風波帶來的
社會動亂就是例子。因此每項公共
政策，最理想的情況是決策團隊思
考要精準，推行要一次到位，以免
錯誤決策帶來昂貴的社會成本。然
而，市民有必要明白，每項公共政
策都必然面臨取與捨的抉擇，也需
要理解「取」與「捨」的真正原因
及內容究竟是什麼。
討論是否應以教師定期檢測換來
學校復課，是一場公共衞生與經濟
之間權衡和取捨，如果全港教師定
期檢測，學校盡快復課，「取」其
一、復課對基層家庭學生有利。學
生在停課期間的「學力流失」不斷
累積，筆者曾經在本欄解釋停課對
基層家庭的影響最深，家庭支援不
足，要基層學生在家中停課不停學
是太理想化。加上停課對工作中的
父母形成經濟負擔，手停口停的基
層家庭在疫情期間要擔心飯碗不
保，還要處理子女獨留家中和學習
進度等問題，長遠加劇社會貧富懸
殊，因此，復課是「急基層所

急」，這也是世界各
地政府 (如新加坡、澳
洲等) 對停課卻步的主
要原因。
「取」其二、全體
教師定期檢測有助切斷學校的病毒
傳 播 鏈 。 全 港 有 約 7-8 萬 名 中 、
小、幼教師，如果全體教師能兩周
一檢，必定有助找出學校傳播鏈。
當然，某教師工會批評教師只佔學
校人數的一小部分，只要教師檢測
是沒有科學根據。然而，全港中、
小、幼師生約100萬人，年幼的學生
又不適合透過採集鼻腔和咽喉合併
拭子樣本進行檢測，執行上有困
難。筆者反問該教師工會，難道要
100萬人兩周一檢才有科學根據，才
能復課？凡事有取捨，要在有限的
資源找最大的社會利益。今次的
「捨」是教師的檢測選擇權，但檢
測與疫苗不同，非入侵性，在疫情
還未受控下，教師透過定期檢測確
保自己不是病毒散播者是在保護學
生，並配合學校盡快恢復常規教
育。若只顧我行我素、只講自身自
由、不肯「捨」去所謂的檢測選擇
權，這又是怎樣的身教言傳？
教育局可提供合適的誘因，比如考
慮安排專屬的流動採樣車定期在 18
區為教師檢測，便利老師，盡快令學
生在較安全的情況下復課。更不要忘
記，居住在深圳的港人子弟，經已一
年多未能回港上實體課了。不肯、不
願去檢測的老師，能否代入他們的角
色，作出實在的關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