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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主導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本
地立法順利完成，確立了「愛國者治港」
原則，開啟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新
局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在
香港社會政治生活中搞「清一色」和「一
言堂」，絕不是說不能對特區政府的施政
提出不同甚至反對的意見，任何有意參選
者只要符合愛國者標準，獲得足夠提名和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其資格的確認，
都可參選並依法當選。選舉大門仍向「忠
誠反對派」打開。中央將一如既往支持香
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障香港繁榮
穩定。

完善選舉制度後，選委會、立法會的界
別選民基礎更廣泛，充分展現均衡參與原
則，防止社會極端化、民粹化，有利香港
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民生，是香港民主政制
的進步。

需要認識清楚的是，完善選舉制度，不
是搞「清一色」，不會扼殺「泛民」的參
政空間。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曾指出「愛國者治港」絕不是
要搞「清一色」。這為那些能夠守住愛國
者底線的「泛民」人士參與香港治理保留
政治空間，例如新選舉制度中立法會地區
選舉採用雙議席單票制，其實也為「泛
民」日後參政提供空間。

香港政治形勢正在發生根本好轉，「泛

民」人士更應看清大勢所
趨，找準發展定位，作出
明智抉擇。青山遮不住，
畢竟東流去。過去有「泛
民」政黨和人士憑着其相
對理性、務實的定位，在
香港政局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支持香港回
歸祖國、實現「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的歷史洪流中，曾經發揮過有益的作
用。

今後，「泛民」只要尊重國家憲制秩
序，與攬炒「港獨」徹底切割，政治前途
依然是光明的。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
主任張曉明所說，底線守得愈牢，政治包
容空間就愈大。在新形勢新環境下，「泛
民」人士能夠在「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面
前知所行止，就一定能夠獲得應有的發揮
空間。

香港是「一國兩制」下的特別行政區，
也是國際金融、經貿中心，具有不可替代
的獨特地位，在新形勢下應更好地發揮獨
特優勢，貢獻國家，成就自己。中央將支
持香港充分運用好法律和制度擺脫政爭，
由「政治城市」回歸經濟城市的角色；中
央將推出更多實際措施挺港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解決土地房屋丶貧富差距等深層
次矛盾，推動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讓香港在新制度下重新煥發活力。

完善選制 團結民心 社會開新局
香港政制發展迎來歷史性時刻，展開新篇章，立

法會高票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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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界團結一致，回歸理性，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及

「十四五」規劃機遇，為振興經濟、改善民生開創

新局面。

林健鋒 行政會議成員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

中央近年先後出手為香港排憂解難。首先，
因應前年修例風波黑暴橫行，外部勢力指手劃
腳，反中亂港分子及本土主張分裂勢力，公然
鼓吹「港獨」主張，企圖利用制度上灰色地
帶，癱瘓特區政府運作，甚至到外國「唱衰香
港」，邀請外部勢力插手香港特區事務。就
此，中央出手制訂香港國安法，至今實施近一
年，社會已回復穩定。

反對派另一戰線是公然利用立法會、區議會
平台阻撓特區政府施政，甚至舉辦「35+初
選」，密謀奪取香港的管治權，嚴重挑戰「一
國兩制」原則底線。

選委會強化國家元素
針對別有用心人士利用香港選舉制度漏洞興
風作浪，直接對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
形成威脅，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3月底全票通

過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我認為，有關舉措是必要、及時，並從
根本上堵塞選舉漏洞，確保「愛國者治港」原
則，反中亂港勢力出局。

今年5月立法會高票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
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正式將完善選舉制
度安排具體化、清晰化，令未來十個月的三場
重要選舉，即9月選舉委員會選舉、12月立法
會選舉、明年3月特首選舉有法可依。

新一屆選委會由五大界別，合共1,500人組
成，並獲賦予兩項新的重要職能，除負責提名
及選舉特首外，選委會也負責選舉產生40席立
法會議員，以及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
人的新職能。今次選委會組成充分體現廣泛代
表性及均衡參與原則，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包
括新增中小企業、基層社團、同鄉社團、內地
港人團體代表、港九及新界分區委員會及地區

撲滅罪行委員會、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
代表等。新增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有
利於在選委會中強化國家元素，把維護國家利
益和維護香港利益有機結合起來。

各界意見仍會被重視
今年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增至90個議

席，包括20席分區直選、30席功能界別及40席
選委會，議席分布有利兼顧社會各階層聲音及
訴求，有利政府於政策制訂過程中更好吸納各
界意見。對於外界質疑工商界聲音「被削
弱」，我認為，有意從政的工商、專業界別人
士，於新選舉制度下有更廣闊的議政參政空
間。第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工商及專
業界聲音對香港發展舉足輕重，值得各界重
視；第二，新一屆立法會除新增商界(三)功能界
別議席，日後由選委會選舉產生的40個議員，

相信當中有不少是擁有工商、專業界別背景，
繼續反映各行各業的訴求。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條例草案，明確禁止在
選舉期間藉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
票，另外新增設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包
括官守及非官守成員，進一步增加資審會的公
信力，阻止反中亂港勢力進入政權架構，有利
於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總的來說，在修例風波及新冠肺炎疫情雙重夾
擊下，香港已經沒有吵吵鬧鬧的本錢，社會已經
凝聚「求穩定、求和諧、求發展」的主流民意，
隨着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深入民心，期望社會各界團結一致，回歸理性，
建立良好營商環境，並聚焦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
包括土地房屋、貧窮問題；與此同時，社會各
界亦要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及「十四五」規劃機
遇，為振興經濟、改善民生開創新局面。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這
一重大舉措，是香港選舉制度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對香港重回發展正軌、社會
繁榮穩定關係重大，意義深遠。

由於原有選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境外反華勢
力和反中亂港分子合謀，通過體制內奪權的方式
進入香港管治架構，嚴重威脅了國家安全和香港
社會的穩定。現時，條例草案增設了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明確了委員會的職責和任務範疇。
委員會不僅負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
人資格，還負責把關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議
員候選人的資格，更具執行力和公信力。同時，
條例草案中還將增加選委會代表人數，並賦予選
委會負責選出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及參與提名
全部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兩項重要職能。多措並
舉，通過制度性的設計，保證所有參選者均符合
愛國愛港標準，確保愛國愛港者掌握管治權，從
根源上斬斷反中亂港分子進入香港管治架構的可
能性。

以往，立法會反對派議員為一己私利，刻意阻
撓中央政府在港的各項措施，公然對抗特區政
府，對政府的政策和議案百般刁難。在特區政府
行政、立法關係異常緊張對立的局面下，各項關
係到民生福祉的政策被長期拖延，嚴重阻礙了香

港的政制發展、經濟社會進步及廣大市民的福
祉。如今，別有用心的反對派議員被踢出管治架
構，特區政府將在中央及基本法賦予的職權下，
重新理順行政立法的關係，落實香港特區行政主
導的政治體制定位。

回顧完善選舉制度在香港立法的經過，從3月11
日，全國人大高票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相關決
定；3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基本法附
件一和附件二修訂案。再到4月13日，特區政府將
條例草案刊憲，5月27日獲立法會高票通過。香港
政壇一派風清氣正，社會氣氛煥然一新。特區政府
從上到下全力以赴、廣開言路。行政長官更親自披
掛上陣，主持電視節目，邀請各界別代表及嘉賓對
談，傾聽多方意見，回應外界對完善選舉制度的質
疑。立法會內，各議員認真負責，務實高效，務求
令條例內容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符合香港
的社情、民情；香港各界更踴躍參與支持，為落實
新選制積極建言獻策。

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體現了「一國兩
制」方針不變的初心，也是國家對香港最大的關
心。穩定是發展的前提，隨5月31日條例刊憲
生效，歷經風雨的香港，將重新回到正軌。有國
家強有力的支持，東方明珠必將煥發新光彩，再
創繁榮發展新奇跡。

香港重回正軌 再創發展繁榮新奇跡
涂輝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主席

香港立法會日前通過《2021年完
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翻開政治上的新一頁。過去兩年香港經歷了一場激
烈鬥爭，在修例風波的高峰期，很多人大概沒有預
期到不太久之後的香港會是今天局面。鬥爭的結果
驗證了國家力量的強大，也驗證了中央的權威與能
力。筆者作為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副秘書長，對此表
示歡迎和支持，並認為本地立法工作的完成是新選
舉制度體系正式形成的標誌，是香港特區憲制秩序
有效運行，行政主導、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
衡和順暢運作的結果，也是香港社會各界同心支
持、熱切期待的結果。

在香港陷入長時間動盪之際，中央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出手，並且效果顯著，改變了香港內外對
這座城市政治前景的預期，也重塑了人們對圍繞
香港中美及中西角力形勢的認識，這些變化必將
產生深遠影響。我們相信香港社會完全消化這一
轉變需要時間，激進反對派勢必會採取一些抵制
行動，但由於新選制和香港國安法的雙重作用，
他們的抵制既無法轉化成選票，也不再能夠發酵
成破壞性的大規模街頭運動，他們的動員力逐漸
萎縮已是注定的了。

香港繁榮非一味取決西方態度
香港由亂到治的轉折，嚴格地在原有法律框

架下實施立法修訂，塑造了政治上的新規則和
社會層面的新預期。僅僅從完善選舉制度過程
的穩健來評估，就完全可以對它定義為成功進
行。新修訂的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組成辦法，
有助重建理性、有序、多元的政治生態，為香
港長治久安奠下穩健根基，並為條例草案的內
容充分吸納各界意見、反映社會共識，符合香
港的實際情況。

或許有人擔心香港會被美國和盟友踢出它與西方
之間在利益關係上原有的位置，金融、貿易及航運
中心的地位不保。但筆者要說，香港未來繁榮與否
將更多取決於國家有多繁榮強盛，以及給予香港多
大支持，而非取決於美西方的態度。相信只要中國
整體上繼續發展強勁，並且不斷把對外開放的一些
資源投放到香港，就沒有力量能夠將香港「邊緣
化」。所以說，香港勢必與中國內地同呼吸共命
運，整個國家好了，香港必將跟着好。

要建設性力量非拖後腿伎倆
香港需要為中國崛起貢獻力量，而不是拖民族復

興的後腿，時間將證明，香港是中國的驕傲，法律
的生命力在於執行，香港選舉辦法完善後，政治上
興風作浪的空間受到根本性壓縮，香港社會將重新
把注意力集中到實現發展與繁榮上。

隨着完善後的選舉制度符合憲法、香港基本法
和「一國兩制」，有利於保障「愛國者治港」原
則的落實，符合國家和香港社會利益，香港社會
秩序逐步恢復正常，立法機關擺脫「拉布」，重
回正軌，加上本地疫情漸趨穩定，以及國家「十
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了新的機遇，筆者繼續支
持香港政府變革，緩解香港社會矛盾，改善本港
居住環境和醫療服務，幫助香港積極投入大灣區
的建設之中。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堵塞法律制度漏
洞，社會實現由亂及治，各項事業重返正軌，符合
全香港人包括年輕一代的根本利益，香港即將開啓
新的篇章。筆者呼籲社會各界支持新選舉制度，選
出愛國愛港、德才兼備的治港人才，共建穩定繁榮
香港，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愛國者治港」開啟良政善治
蘇長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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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南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有關完善本港選舉制度的條例生效，這
是自回歸以來，香港民主選舉進程非常重
要的一大步。這個法例按照「愛國者治
港」的原則，重新調整正確軌道，避免
「劣質民主」帶來動盪，讓香港社會繼續
朝穩健方向發展，充分保障香港市民依法
享有的民主權利。

法例的修訂，完全是按照憲法及基本法
以及全國人大「311決定」進行，體現了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對香港實行全面管治的原則。修訂充
分保障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選舉權和被選
舉權，也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確保香港特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
手中。它增強選委會和立法會的代表性，
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維護
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從選舉法
律的層面上，修訂凸出行政主導原則，加
强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有效配合，努力提高
政府治理效能，減少內耗和政治爭拗，確
保香港社會能夠不受無謂的干擾，可以集
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香港的
繁榮穩定。

內地港人意見能帶入選舉
修訂通過之後，西方某些勢力對此說三

道四，甚至不顧事實地指責是所謂民主
「倒退」，這是罔顧事實的不當之言。眾
所周知，香港回歸20多年以來，民主進程
一直都是循序漸進地向前發展，香港廣大
市民所依法享有的民主權利並沒有被削
弱，相反，港人的民主權利是不斷地拓展
和增強。

而且，新選制充分反映
香港社會目前實際情況，
平衡各個階層的利益。例
如目前僅僅在廣東省就有
約30萬名香港市民長期居
住，其中有不少是在香港
擁有投票權的永久居民。過去，他們的聲
音沒有得到充分體現，也不能透過通訊軟
件投票。

這次選委會新增了內地港人團體代表，
相信可把內地港人的意見帶入選舉活動之
中，使各項選舉更能體現香港社會各方面
的聲音，充分反映社會更廣泛的民意。

選委會的具體選舉辦法和運作方式，
也根據香港最新的發展而進行了改革，
有所拓展。例如，行政長官候選人須在
選委會每個界別中取得不少於15個提
名，總提名不能少於188個，這樣就要
求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在社會各階層都
有較高的支持度，避免其過分傾斜某個
界別，這不但強化了對香港市民整體利
益的保障，也有助行政長官當選之後的
有效施政。

立法會議員人數由70人增至90人，其
中40人由選委會選舉，30人由功能界別
選舉，20人由地區直選產生，這個選舉方
式能避免民粹化拖慢社會發展速度，提升
議會的問政水平。

完善選舉制度，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保障香港社會長治久安，期待大家
積極參與未來的三場選舉，選賢任能，由
衆望所歸的最適合人選，帶領香港在良好
的基礎上重新出發，再創輝煌。

新
選
制
照
顧
更
廣
泛
階
層
聲
音

曾智明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明匯智庫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