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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可以保證日後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
是真正符合候選人資格要求、有較廣泛代表性和認
受性、有能力的愛國者，確保其在履職過程中能夠
較好地將界別、團體或地區利益與本港社會整體利
益和廣大居民根本利益結合起來，也更有利於科學
決策、理性決策，以制度力量避免本港社會「碎片
化」、「民粹化」。
更重要的是，在新選舉制度下，以往靠激進言
行、激化矛盾來搶奪選委會、立法會議席謀取利益
的亂象將難以存在，反中亂港分子更不可能再有進
入管治架構胡作非為的機會，推動本港回歸理性，
把精力重新集中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上來。昨日
不同政黨、工商界、勞工界等各行各業人士踴躍報
名參選選委會，充分證明新選舉制度受到本港社
會、主流民意的認同、重視和支持。
新選舉制度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港」，但並不意
味是搞「清一色」。任何人士只要是真心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尊重和維護國家的根本制
度和特區的憲制秩序，全力維護本港繁榮穩定，就
有資格參與香港治理。有志為本港服務、為民謀福
的人士，應積極表現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而非只
是抱怨參政空間被收窄。
落實香港國安法、完善了選舉制度，本港迎來由
亂及治的重大轉變。廣大市民殷切期待，由選委會
選舉開始，圓滿完成新選制下的首三場選舉，讓更
多德才兼備的賢能愛國者通過選舉參與管治，遏止
為反而反的政爭內耗歪風，以利本港集中精力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從根本上解決深層次問題，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要加大力度宣傳介紹
選委會及新選舉制度的重要性，妥善落實與選舉有
關的各項安排，帶領全港各界和廣大市民共同完成
這項重大的歷史使命，為本港開創良政善治、再創
輝煌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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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選舉提名期昨日正式展開。此次選委
會選舉意義重大，是通過選舉落實「愛國者治港」
的第一步，為接下來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奠定
重要選民基礎。新選委會組成具有廣泛代表性，充
分體現均衡參與的特色和優勢，更兼顧各界別、各
階層的利益，為本港發展優質民主、實現良政善治
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都要全
力以赴、齊心協力，保證選委會選舉順利完成，構
建新的符合本港實際情況、具有本港特色的民主選
舉制度，令本港在「一國兩制」正軌上聚焦發展，
達至新的繁榮穩定。
新選舉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由愛國者牢牢掌握本港管治權，絕不
允許反中亂港分子進入香港的管治架構。選委會
選舉是新選舉制度下的首場選舉，產生的新選委
會將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參與提名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並且選出部分立法會議員。毫無疑
問，此次選委會選舉是落實新選舉制度最核心、
最關鍵的一步，具有本港民主政制發展的里程碑
意義。
新選委會規模擴大，由原來 1,200 人增加至 1,500
人；界別增加，由原來四大界別增設至五大界別。
這些調整充分考慮了本港政治經濟社會情況的發展
變化，令選委會更能代表本港社會整體利益，更能
體現「一國兩制」特點。但是，有個別人士認為，
選委會的選民組成及人數有大幅改變，質疑代表性
不足，參選意義不大。這種看法是片面狹隘，沒有
看到新選委會和選舉制度的民主進步，更加有利本
港發展優質民主。
經優化調整的選委會，規模更大、組成更廣泛，
充分體現本港民主選舉制度的均衡參與特色和優
勢，符合本港的歷史傳統和現實情況。選委會涵蓋
本港更多行業及其代表，具有更廣泛代表性和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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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完成選委會選舉 邁穩落實「愛國者治港」首步

善用公私合營 解房屋深層矛盾
發展局昨日再接獲兩宗「土地共
享先導計劃」申請，兩幅地分別位
於元朗及大埔，預計可一共提供 1.1
萬個公營房屋或「首置」單位和
5,000 個私營房屋單位。解決土地房
屋供應問題是中央對特區政府的要
求，也是全港市民的期盼，通過
「公私合營」加快土地開發建設速
度，對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都有好
處，是提升房屋短中期供應的妙
方。特區政府應發揮「土地共享先
導計劃」的積極作用，拆牆鬆綁簡
化規劃程序，更有效解決困擾香港
的深層次矛盾。
行政長官在 2019 年施政報告中提
出落實「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隨
後，發展局公布於去年 5 月 6 日起
接受申請，為期 3 年。至今年 7
月，發展局接獲首宗申請，涉及
1,149 個公營房屋及 493 個私營房屋
單位。昨日再接獲的兩宗土地申
請，分別可興建 8,484 個及 2,616 個
公營房屋單位，以及 3,636 和 1,474
個私營房屋單位，規模明顯比首宗
申請更大。
根據「土地共享先導計劃」，政
府促成基建、提升土地發展密度，
並指明發展商要將當中最少七成的
新增總樓面面積撥作公營房屋或
「首置」類別，餘下土地可保留作
私營房屋發展。相較於政府主動收
地的發展模式，「土地共享先導計
劃」善用市場力量，可望盡早釋放

部分政府尚未規劃和研究，但已整
合業權的私人土地，加快短中期房
屋供應。
土地供應不足是本港長期面對的
困難。雖然，政府可根據《收回土
地條例》，收回新界大型私人農地
進行發展，但單靠政府力量往往事
倍功半；另一方面，由發展商向城
規會提出規劃申請，通常礙於基礎
設施容量不足或土地用途不協調，
例如保育生態價值等原因，大部分
申請以失敗告終。在「土地共享先
導計劃」下，以「公私合營」改劃
土地建屋，可以集合政府和發展商
的優勢，政府發展周邊基建道路、
提升容積率，私人發展商提供公營
房屋作為補償，提升發展效率、明
顯增加供應。
「公私合營」模式在香港早已有
之，如 1970 年代發展沙田第一城，
1978 年的「私人參建居屋計劃」，
以及 1998 年的「混合發展計劃」，
都是以「公私合營」的模式。政府
完全可以借鏡過去的成功經驗，大
刀闊斧地發展新界農地，紓緩土地
房屋供應不足的壓力。
香港住房問題得到極大改善，告
別劏房籠屋，是中央和全港市民的
共同期盼，特區政府要解放思想，
大膽採用「公私合營」模式拓地建
屋，並在規劃和審批程序加快進
度，建得廣廈千萬間，令市民俱歡
顏。

李永達疑走佬 搭夜機竄倫敦
「佔」時煽惑他人公眾妨擾罪成 據悉短期內不會返港
收 拾 行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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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副主席李永達昨（6 日）晚現身香港機場，並乘搭國泰航空的
深夜航班離境。據了解，他此行是前往倫敦，預計短期內不會返港。李永
達是香港前立法會議員，亦是民主黨的創黨元老之一，他一直混跡於政
壇，經常被人質疑利用自己的政治優勢乘機「掠水」。 李永達被控在非
法「佔中」期間，於中環金鐘不同地點煽惑他人犯公眾妨
擾，於 2019 年罪成，被判監 8 個月、緩刑兩年。此後，李
永達轉趨低調。由於與之關係密切的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
智英等紛紛被警方國安處以國安法拘捕，不排除李永達是
掃碼看片

在兔死狐悲下決定「走佬」。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9 時左右，有在機場送機的網民
昨晚約
突然發現李永達夫婦出現在機場大
堂。當時，兩人只背着輕便背包，但他們隨
即到底層的接機大堂行李寄存處取出似乎早
已寄存的兩件大型行李。在取出行李後，李
永達打開行李箱，換上一件較厚的背心，並
戴上一頂黑色喼帽。
可能是為了避免引人注目，兩夫婦刻意
選擇在接機大堂的一處偏僻座位等候。其
間兩人很少交談，大多時間只是各自瀏覽
電腦。

「機票到手個樣先定啲」
該網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至晚上10
時 30 分左右，李永達在妻子陳樹英陪同下
前往國泰櫃位辦理登機手續。「我見到佢
（李）搞手續個陣，一路想催個櫃員搞快
啲，好似好緊張，又好似有啲興奮。張機票
到手之後，佢個樣先定啲。」手續辦完後，
兩人似鬆了一口氣般，相互擁抱，更拍着對
方的背部，似在安慰，又似在叮囑。
網民表示，李永達夫婦之後漫無目的地
遊走在機場大堂，但李永達似乎一直很有戒
心，不時左顧右盼，顯得心不在焉，似乎在
擔心什麼。約 20 分鐘後，兩夫婦才緩緩走
近機場禁區入閘口。半晌，李永達在妻子目
送下，與其揮手道別，獨自一人走進禁區。
陳樹英在李永達的身影消失後，才隻身離
去。
根據機場航機牌顯示，6日晚上，共有兩班
機前往倫敦，分別是23時30分起飛的維珍航
空班機，以及23時55分起飛的國泰班機。
今年 65 歲的李永達自 1985 年開始擔任葵
青區區議員，正式開始其從政生涯。1991
年，李永達與司徒華、何俊仁等創立香港民
主同盟（民主黨前身），同年他參選立法局
新界南直選議席勝出，進入港英時代立法
局。1995年，他擔任民主黨副主席。

香港回歸祖國後，李永達於 1998 年當選
首屆立法會議員。2004年，李接任楊森擔任
民主黨主席，2006年離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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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租
「私產」
做黨總部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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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期間，李永達被傳媒揭發「黨產
混賬」問題。一直被視為民主黨黨產的總部
物業，竟然是由包括李永達和何俊仁等該黨
歷任主席，及一間海外公司所擁有，但李永
達等人此前從未向立法會申報有關利益。此
外，民主黨每年需要向他們持有的公司支付
約 30 多萬元的租金，而租金用途卻不了了
之。
2012 年，他與妻子陳樹英代表民主黨參
選立法會新界西議席，但雙雙落敗。李永達
從此離開立法會。
2014 年非法「佔中」事件發生後，李永
達被控在中環金鐘不同地點煽惑他人或煽惑
他人煽惑非法阻礙行車道。2019 年 4 月 9
日，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定他煽惑他人犯公眾
妨擾罪成。與他一起被判的還有「佔中」發
起人、港大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牧師朱
耀明等 8 人。同月 24 日，李永達被判監 8 個
月、緩刑兩年。
今年 6 月 20 日，積極反對民主黨繼續參選
來屆立法會的李永達，在無人競爭下當選副
主席。他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自己是民主黨
資深黨員，有資格與黨友加強溝通，冷靜處
理坊間的傳聞和政治壓力。他聲稱個人認為
民主黨不應參選來屆立法會，因為巿民對民
主黨參選持很大意見，更普遍反對該黨繼續
參選云云。
李永達的妻子陳樹英也長期混跡於政壇，
1994 年，她當選屯門區議員，直至 2015 年
落選。2019 年 11 月，陳樹英藉黑暴囂張之
際重新當選屯門區議員，並出任屯門區議會
主席，至今年 7 月 6 日，陳樹英宣布辭去區
議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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