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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選制「落地」是香港民主的進步
佘德聰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
香港立法會於 5 月 27 日高票審議通過了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修補香港現行選舉制度的漏洞和
缺陷，修訂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標誌着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涉及的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一
國兩制」在港實踐由此翻開新篇章。
首先，新選制「落地」，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必要之
舉。近年來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香港選舉舊制存在的種種漏洞，
從發動非法「初選」，到勾結外部反華勢力公然對抗中央、謀
劃操控選舉，從濫用立會議事規則惡意「攬炒」、「拉布」，
到癱瘓立會、阻礙政府施政，導致很多關於民生及經濟的條例
無限期拖延，嚴重危害香港的憲制秩序、破壞香港民主基石。
面對如此危局，我們必須保持頭腦清醒，不能一味盲從套用西
方民主模式，需要根據社會的實際情況不斷作出調整和修改，

從制度上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權力架構，確保香港特區
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以利於社會聚焦發展經濟民
生、解決深層次矛盾，從而徹底改變立法會政治生態，保持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
其次，新選制「落地」，是對香港民主的優化發展。一方
面，特區政府在條例草案審議過程中，與立法會通力合作深
入探討不同範疇的修正案，並積極聽取、吸納香港社會各階
層各界別的意見和建議，這一過程既展現出行政立法既監督
又合作的良性互動關係，也充分體現了過程的民主性、開放
性和進步性；另一方面，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重新構建選委
會、成立資審會、優化立法會架構，去除區議會政治化，維
護了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把以愛國者為
主體的「港人治港」原則落到了實處，充分體現了廣泛代表
性和均衡參與原則，不僅有助於維護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確保立法會依法履職，同時讓社會上更多有識之士、有才之

香港「一國兩制」實踐里程碑

新選制賦能香港良政善治

周厚立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在國家層面完成對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的修訂後，香港特區
據此對本地有關法律作出相應修
改。正如國務院港澳辦和香港中
聯辦聲明所言，新選舉制度的通
過，是香港政制發展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
件，開啟了「港式民主」新篇章。
中央主動從國家層面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為落
實「愛國者治港」提供了不可挑戰的憲制權力和憲
制基礎。立法會三讀通過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
案，相關立法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後一公里」
得以貫通，從國家層面到特區層面為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的立法工作圓滿完成，有效堵塞原有選舉制度
的漏洞，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的治港者
手中。遏制攬炒派以後不可以再透過操控選舉，圖
謀篡奪香港的管治權，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得到保障，是確保「一國兩制」有效實施的里程
碑，香港可以重回正軌再出發。
新選舉制度能迅速「落地」，前提條件是立法會
擺脫了攬炒派的阻礙，能夠在基本法框架下，在良
性的行政─立法關係下進行立法。新通過的選舉制
度條例與香港國安法以及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等
條例一道，進一步確立了「愛國者治港」新秩序。
香港民主政制將在健康有序的軌道上穩健向前發
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治理效能將不斷提升，實現

完善選制促良政善治續發展新篇

林曉輝

郭金發 福建省政協委員 福建省港區政協委員聯誼會秘書長

良政善治有了更堅實的保障。
從 4 月 13 日特區政府將條例草案刊憲，到 5 月 27
日立法會三讀通過，短時間內有效完成了香港本地
立法工作，這緣於有關各方積極支持配合，也為香
港高效立法積累了經驗。立法會議員深入業界、社
區，收集廣大市民的建議，對條例草案進行認真審
議，向特區政府官員提出質詢，並提出了很多具建
設性的建議，令相關法律條文更為清晰，立法會提
出的意見獲特區政府充分吸收，特區政府共提出
369 項修正案，合情合理優化選舉安排，展示出港
人殷切期待的行政立法良性互動新氣象。
新條例草案涉及 8 條主體法例、24 條附屬法例。
修正案達 369 條之多，證明特區政府在推動本地立
法方面的審慎負責，其中有標誌性意義的是，在
社會建言下，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增加了委員
人數和對社會人士的委任，更具社會代表性和正
當性。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將大大壓縮反中亂港者及
為其撐腰的外國勢力「群魔亂舞」的空間，是着眼
長遠的治本之策，也難怪一些西方政客對於自己不
能再在香港問題上任意上下其手感到焦慮和絕望。
立法會通過《條例》，將堅實和全面地提供制度
保障，維護國家和特區安全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成為回歸 24 年來香港全面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
又一個里程碑。

深圳市政協委員
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會長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於本周一正式刊憲生
效，標誌着相關條例的本地立法工
作全面完成。這是依法治港、撥亂
反正的又一重大制度成果，將開啟
香港良政善治新篇章。此時此刻，
正是我們凝聚共識，加快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協力重建美好家園、續創香港繁榮發展的重
要節點。
新通過的選舉制度條例進一步確立了「愛國者治港」
新秩序，危害特別行政區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的亂象將
得到有效治理，香港民主政制將在健康有序的軌道上穩
健向前發展；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治理效能亦將不斷提
升，實現良政善治有了更堅實的保障。為此，我與廣大
市民一樣，堅定支持立法會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條例，讓
「愛國者治港」原則在香港得到全面落實，確保「一國
兩制」方針政策全面準確實踐。
事實上，在香港「一國兩制」實踐中，按基本法的規
定推進選舉制度改革，一直是港人關注焦點。遺憾的
是，回歸以來，香港的選舉制度存在的漏洞被反中亂港
分子所利用，成為阻撓政府有效施政、甚至推動香港愈
趨「泛政治化」的工具，最終造成社會嚴重撕裂，偏離
了「一國兩制」的原意與初衷。可以預期，完善選舉制
度將讓香港重回「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正軌，而在選舉
制度得到切實完善後，社會上不必要的政治爭端將大幅
減少，「泛政治化」的亂象亦會逐漸平息，香港將呈現
全新氣象，恢復和諧，重新團結，香港的建設力量亦會
更加壯大。
具體來說，新選舉制度可令更多真誠為香港服務的有
志之士進入議會，令立法會能真正發揮出所應發揮的作
用；議會也將進入理性議政的時代，特區政府可以重新
聚焦發展經濟及改善民生，着手破解房屋、醫療、教
育、安老等問題，長遠來說，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更是大有裨益。
我相信，隨着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法律的落地
執行，隨着國家「十四五」規劃的實施和粵港澳大灣區
戰略的加速推進，香港的發展必將重返正軌，香港必將
在由亂轉治後由治及興，這有利於香港實現長期繁榮穩
定，為香港帶來長治久安，為香港擺脫政治困局、重
新聚焦經濟民生迎來新希望。必須強調的是，粵港澳
三地經多年來的不斷深化合作，已形成了多層次、全
方位的合作格局，在當前香港選舉新制為香港青年的
發展提供有利條件的大好形勢下，我呼籲廣大青年把
握機會，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最佳切入點，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藉此為自身的事業開拓前路，為國家和
香港未來作出貢獻。

人進入管治團隊，提高特區管治效能，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和
整體利益。
最後，新選制不是要搞「一言堂」，任何人只要符合規定均
可參選。其一，香港的行政、立法機關是互相配合、互相制衡
的關係，不存在「一言堂」之說。其二，「愛國者治港」不等
同於「一言堂」。新選制下，香港將繼續秉持多元包容的政治
文化，只要符合「愛國者」標準和要求，都可以參選並依法當
選；只要能理性、務實議政，對特區政府施政均可以提出反對
甚至不同意見，切實造福民眾。
新選舉制度的落地實施，是構建「港式民主」的新起點，將
與香港國安法、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等一道，繼續推動香港
由治及興。筆者期待在新的選舉制度下，接下來的三場選舉都
能順利有序進行，真正選出愛國愛港的人士進入管治團隊，帶
領廣大市民群眾，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真正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共同建設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日前，立法會高票通過《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
例草案》（下稱「條例」），意
義重大。此次《條例》的順利通
過，實現了中央有關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重大決策在香港落地，象徵着一套符合香
港實際情況的新選舉制度正式建立。充分體現了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和
依法治港的原則，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有助於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治理效力，體
現參政議政的均衡參與發展，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具有堅實的法治基礎和強大的民意基礎，是促進香
港民主制度穩步向前發展的必要之舉。
《條例》的成功通過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結果。一
方面體現了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勇於擔當作為，不
遺餘力推動落實。另一方面體現了行政立法機關之
間的良性互動，立法會理性討論，議員們積極建
言。同時，也充分集合了香港社會各階層各界別意
見，是大家齊心支持、衷心盼望的結果。
更要強調的是，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特別行
政區選舉制度是中國的地方選舉制度，如何設計、
如何發展、如何完善完全是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
權干涉。任何外國都應該遵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全面準確的理解和尊重「一國兩
制」，真心誠意的支持香港繁榮穩定。各種反中亂

港勢力應該放棄企圖奪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的
荒謬想法，不要再繼續誤判形勢。中國的香港必須
由愛國者來治理，理所當然，毋庸置疑。
相信今後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將真正做到既
充分尊重香港市民的民主權利，又切實維護國家的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既能保證各項選舉的公
正、公平、公開，又能切實有效的阻止反中亂港分
子、國際反華勢力進入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實現
選賢任能、促進良政善治、保障長治久安。有利維
護國家安全、擴大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助力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
定。
《條例》通過後，香港將進入「一國兩制」實踐
新階段，社會各界應團結起來，齊心協力開拓香港
發展新局面。祖國永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中央為
香港所做的，既是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是為幫助香
港社會早日脫離政治紛爭，擺脫西方反華勢力的控
制破壞，回歸長治久安的光明大道。未來，在以愛
國者為主體的治港者帶領下，香港一定能走出政治
泥沼，重回正軌，集中精力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
持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實現全社會共同期盼的
良政善治。香港一定能「再出發」，踏上長治久安
的光明大道，攜手創造美好未來，譜寫「一國兩
制」的新篇章。

有序推進新選制 青年發揮新才幹
李妮 海南省政協委員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常務副會長兼副秘書長
立 法 會 5 月 27 日 三 讀 通 過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條
例》），意味着完善香港特區
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完成。特
區政府完善選舉制度，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當性和
進步性。這是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治和民生穩
定的治本之策，體現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同時說明香港政府有
對社會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和廣大市民的共同
利益高遠追求的意志，能夠更好的凝聚香港社會
的共識。
隨着時代的更迭發展，需要不斷的進行創新，
進而能夠彌補漏洞，從源頭上真正的確立制度。
而確立正確果斷、適宜的態度才是一種正確的選
擇，才能利於整個香港的行政發展，特區政府充

分體現了這方面的決心。
接下來政府要集中解決香港社會的民生問題，
創造一個解決社會矛盾、立法機構之間協調有
序、「以人為本」的施政團隊，營造和諧正能量
大環境，推動「愛國者治港」更好的發展。
真正愛港的市民必然支持「愛國者治港」，
支持中央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使香港走上
和諧穩定的正軌才是香港社會的根本利益。讓
我們共同翹首以待，香港完善選舉制度的每一
個階段都有序進行，特區政府順利實施各項工
作計劃，這同時也是廣大愛國愛港者共同的期
盼。而如何對於青年政治人才的培養，也是亟
待考究的。
隨着時代進步，香港未來在智庫事業上，也能
夠為「愛國者治港」加強動力。青年是建設香港
社會的棟樑之才，特別是新選舉制度下，香港青

年有更多實現抱負的發展空間，應透過智庫等組
織，鼓勵青年人在參與社會活動中，積極務實，
努力進取，為社會貢獻聰明才智，為社會注入正
能量。
在各類社會組織、智庫的工作中，建議可以
透過以下四方面培養青年從政人才：第一，培
養青年誠實守信、崇尚美德、以身作則的意
識，增強其在政治分析、理性思考、批判思維
等方面做好相關思想工作；第二，建設全面的
培養體系，利用網絡新時代的數據對青年開展
更多培訓，勇於選拔新優秀青年，以此確立嚴
肅的選拔機制；第三，對人才進行系統化管
理，打破固化的硬性規則，為其多元化發展空
間及渠道提供可行性研究空間；第四，針對不
同從政崗位需求，促進青年健康成長，建設良
好的觀念和管理經驗。

完善選制將助「應選之人」進入治理體系
程民駿 柳州市政協委員 香港兩岸客家聯會主席
立法會日前審議通過《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社會各界普遍歡
迎，認為完善制度可修補法律
漏洞和缺陷，撥亂反正，這標
誌着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工
作全面完成，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又一重大
制度成果。
值得關注的是，條例草案通過後，中聯辦、國
務院港澳辦在第一時間發表聲明給予高度評價。
不難看出，通過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
港」是多方共識，是人心所向。正因如此，從 4
月13日特區政府將條例草案刊憲，到5月27日立
法會三讀通過，短時間內有效完成了香港本地立
法工作，這緣於有關各方積極支持配合，也為香
港高效立法積累了經驗。
選舉制度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能否正常運轉的
關鍵制度之一。然而，香港近年來出現的一些亂
象與怪事，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選舉制度存在漏
洞，給了反中亂港分子進入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
機會。如今香港立法會審議通過新的條例草案，

將助力香港選舉選出「應選之人」。所謂「應選
之人」，按字面解說就是應該選出愛國愛港人士
進入香港治理體系。為健全香港選舉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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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此次通過的條例草案看，很好貫徹了前述決
定和修法精神，可見香港立法會與國家立法機關
意願一致。這不僅有利於全面貫徹「一國兩制」
方針、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而且對於改善
民生、促進香港經濟社會繁榮穩定將發揮重要作
用。因為只有愛國愛港人士，才能在治理和服務
香港方面形成共識。
筆者強調，就條例草案內容而言，可以說完
整、詳盡，充分吸收了香港民意民智。特區政府
舉辦多場座談會和運用媒體網絡，宣傳解讀修
法原則和政策，廣泛聽取各界意見，這體現出
民主與程序，更意味着作為香港新選舉制度體
系重要標誌的條例將順利實施，助香港選出應
選之人，幫香港實現良政善治。在筆者看來，
好的法律還需有效實施。接下來，對香港有關

方面而言，首先要大力普及新條例，既要讓廣
大香港市民知法、懂法，依法支持香港選舉工
作；也要通過大力普法擴大民意基礎，爭取更
多「異見」人士認同。
可以預見，香港選舉將會更加有序，尤其要
依法籌備組織好三場選舉，即今年 9 月 19 日舉
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12 月 19 日
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以及 2022 年 3 月 27 日
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這三場選舉將檢驗新條
例實施效果，期待有關方面和香港社會依法組
織選舉、參與選舉。這基於嚴格依據新條例選
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行政長官等人，將會帶
領香港重建政治環境、經濟環境以及社會環
境。政治上，將由愛國者來治港，行政團隊與
立法機構更容易協調；經濟上，相關經濟決策
有望減少阻力；從此港府可致力於良政善治，
提升管治效能，與社會各界一起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民生，將讓更多市民心中有「國」。此
外，新選舉條例還與香港國安法、公職人員宣
誓制度等，共同形成香港全新的制度體系，將
助力香港繁榮昌盛，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