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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第五界別選委共同發
起「落實愛國者治港 推動良政善
治」街站宣傳，走近市民宣傳政
綱、介紹新選舉制度，傾聽市民的
意見和建議。新選制下的選委會，
職責更大、使命更重、外界期望也
更高，選委參選人必須更加積極有
為，為港做事，尤其是金融業作為
香港支柱產業，更需要有實質經營
經驗的專業人才，協助鞏固香港金
融優勢，同時推動政府突破各種民
生和發展困局。

香港國安法的出台以及新選舉制
度的確立，標誌香港由亂及治，
「愛國者治港」原則得以在香港全
面落實。參選人馬不停蹄拜訪業界
選民，與市民接觸，反映選委面向
的，不只是7,000多名選民，更是
700多萬香港市民。社會現時恢復
安居樂業的日子，但不少市民對
2019年的修例風波仍然心有餘悸，
更加體會到穩定的重要性。發展是
香港的永恒主題，更是香港安身立
命之所，不少市民都感嘆香港近年
浪費太多時間在政治內耗之中，他
們都期望在國安法及完善選舉之
後，可以集中精力謀發展惠民生。
確實，發展和穩定相輔相成，沒有
穩定的環境，發展無從說起，但沒
有發展、沒有經濟增長，香港也沒
有資源解決民生問題，穩定也無從
說起。

社會復和 應多謀建設
香港當前必須集中精力突破民生

和發展困局，尤其是國家「十四
五」規劃以及前海發展，為香港提
供了巨大發展空間，包括金融等都
面對前所未有的機遇。但同時，香
港金融業亦面對不少競爭和挑戰，
美國的干預和制裁對香港金融市場
構成嚴重威脅，如何為金融業出謀
獻策，需要更多有能力的金融界人
士為社會服務，為香港金融持續發
展建言。期望選委會選舉能夠產生

更多有心有力為業界
服務的精英，助香港
應對風險，維護國家
的金融安全，並且把
握前海合作區的機
遇，推動香港金融再
上一層樓。

早日與內地通關以及解決房屋問
題，也是市民最關注的議題。在通
關問題上，現時本港疫情持續好
轉，已經連續多日沒有錄得本地確
診個案，而內地疫情雖然在部分地
區有反覆，但總體已經受控。特區
政府應主動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
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進行「局部通
關」，例如部分有需要人士在符合
要求下可以免檢疫往來，同時與內
地制定通關標準，協定在什麼情況
下可以通關，讓香港社會能夠有一
個客觀指標努力。

自強奮鬥 培養「五個善於」素質
香港雖是繁榮城市，卻有大批市民

居於劏房和籠屋，情況不能接受。要
解決香港房屋問題要有願景和規劃，
也要有決心和魄力。在願景方面，經
民聯提出「十年安居願景指標」，要
求政府10年內人均居住面積由161
平方呎增加至200平方呎。這不僅給
市民一個安居的希望，更是以此為核
心指向，以堅定決心和持續有序的長
遠計劃，部署大舉拓地建屋。在拓地
問題上，我們建議通過大舉開發新
界，這些土地已經存在，只需要提供
配套就可以馬上建屋。期望特區政府
能夠聽到民意聲音，積極有為，解決
安居難的問題。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在
紀念國安法實施一周年的研討會上
提出「五個善於」，成為「有能力
愛國者」的一個客觀標準，也是對
選委的要求。期望新當選的選委都
能夠履行好職責，為民發聲為港做
事，發揮專業鞏固金融優勢，助香
港再創輝煌。

精誠團結 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
「落實愛國者治港 推動良政善治」街站宣

傳活動日前在全港展開，逾千名選委走進社

區，宣傳新選制和政綱，聆聽市民意見。為

市民選出符合標準的合格治港者，為香港實

現良政善治提供人才保障，是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的第一步，也是

提高特區治理能力和水平最核心、最關鍵的

一步，對香港政制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選

委深入基層社區收集民意，充分展現出選委

們的責任與擔當。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新的選委會更具廣泛代表性，其中的基層社
團能夠反映普羅大眾民意，聚焦民生，保障各
階層民眾的整體和根本利益；同鄉社團則在聯
繫各界的同時，體現不同群體均衡參與的特色
和優勢。選委會的組合，有利於選出有更大格
局、有能力、有抱負、有擔當的愛國愛港人士
加入治港團隊，有利於優化香港政治生態，讓
民主制度健康發展。

2019年修例風波後，香港面臨回歸以來最嚴

峻的局面，中央果斷出手，出台香港國安法，實
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
之下，重拾經濟發展動力成為香港當前最迫切的
需求，「十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又為香港
發展注入新能量。青年更應明確香港的新定位、
新方向，主動積極了解國家發展。中央出台一系
列惠港政策，賦予香港經濟廣闊發展空間，又支
持香港青年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創業，拓寬
青年施展才華的舞台，700多萬香港市民將與國

家同心同行，共享一起富強的機會。
「一國兩制」實踐取得巨大成功，香港經濟保

持旺盛活力，其中離不開香港社會各界齊心協力
拚搏進取，更離不開中央政策的指引護航。回歸
24年來，香港在中央的支持和幫助下，戰勝許多
挫折和磨難，也贏得了更多機遇和發展。新選委
選舉邁出了「愛國者治港」重要一步，為維護香
港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全提供了根本保障。

香港大有可為，必須要有香港國安法保駕護

航；香港大有可為，必須嚴格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香港需要更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
有擔當作為的愛國者、為民愛民的愛國者、有
感召力的愛國者、有責任心的愛國者，大家站
在一線，讓香港社會秩序得以恢復，法治原則
得以彰顯，讓競爭優勢進一步得以提升。落實
德才兼備的「愛國者治港」，團結香港各界，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才是香港未來發展行穩致
遠的唯一出路。

本星期日將會進
行 選 舉 委 員 會 選
舉。完善選舉制度

之後，有三場重要選舉，選委會選
舉是第一場，接下來還有立法會選
舉和行政長官選舉，其中以選委會
選舉最為重要，也是充分展現落實
「愛國者治港」的第一步。

工聯會非常重視今次選舉，已推
薦了50名會員循勞工界出選。我們
提出八大主張，包括維護勞工權
益、捍衛勞動尊嚴；選出高效議
會，督促政府擔當有為；堅持「愛
國者治港」原則等。工聯會希望多
年來為勞工、基層服務的努力，能
夠得到其他團體的認同和支持。

今次選委會選舉，與以往很不相
同。首先，是第一次與其他愛國者
一起參與，是一次團結愛國力量的
展示，大家都以為香港、為民生、
做實事為依歸，全面去政治化，凝
聚共識。選委會參選人無須再把精
力消耗在無謂的政治爭拗之上。另
外，今次選委會選舉由1,200席增加
至1,500席，新增的委員主要來自地

區組織代表，包括港九分區委員會
及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
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同鄉社團代表
等等。新增界別，正正體現了中央
重視基層市民的聲音。這些選委當
中，有不少已服務社區多年，他們
更理解市民需要，而且都是有心、
具能力的愛國者，必定能透過選委
這角色，為香港作出更佳的貢獻。

改組後的選委會，還有一項重要
的變革，就是新增了27席內地港人
團體的代表。越來越多港人到內地
發展，根據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
普查，居住在內地31個省份，並接
受普查登記的港人超過37萬人，比
十年前多了近14萬人。因為看好祖
國發展而到內地升學的學生人數也
有不少。截至2019年底，在內地高
校本科和研究院就讀的港生約
16,000人，今年報名到內地升學的
總人數為14,707人，當中香港中學
文憑試考生報讀內地高校的人數達
4,783人，創10年新高。過去，本
地制定政策時，往往只從特區角度
出發，欠缺國家視野，狹隘而不夠

宏觀。新增了內地港
人團體代表，更能帶
出幾十萬在內地工
作、讀書的港人意見，讓香港和內
地與時共進，再不落後於國家發展
的步伐。

除了增加席位，以及改變組成成
分，新的選委會還有職能上的改
變，那就是除了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還要提名立法會議員候選
人。日後立法會選舉所有候選人，
均須取得選委會每個界別2至4名委
員提名；而行政長官候選人則須取
得不少於188名選委提名，提名必
須來自選委會5個界別中每個界別的
15個提名。選委會乃是被委以重
任，確保進入管治架構的均為愛國
者。

選委會的新組成、新職能，必能
為香港政壇帶來一番新的氣象，日
後不用再被政治爭拗牽絆，大家可
以集中力量，一同為香港謀發展、
為市民謀幸福，讓香港邁進高效施
政的新階段，擺脫「不進則退，慢
進也是退」的困局。

新組成 新職能 新氣象
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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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峰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央發布「前海方案」，前海深
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面積擴大七
倍，相當於80個中環。令人充滿期
望的是，前海定位為粵港澳大灣區
全面深化改革創新的試驗平台，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供新動能，為
內地與香港深化合作起示範作用，
並同時深化前海在金融、法律專業
和服務業等領域內的改革開放程
度。不難察覺到，「前海方案」也
為香港拓寬了發展的空間，以及借
助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平台，加速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成立
以來，一直定位為深化深港合作的
平台。為了加強深港協作，深圳市
政府過去不斷推出惠港政策和措
施，積極吸引和鼓勵港企港人往前
海發展、創業和工作。目前前海已
有11,500間港資公司和初創企業註
冊營運，擴大後的前海將容納更多
港資企業進駐落戶，參與和協助前
海加速推動改革創新，塑造為粵港
澳大灣區內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樞
紐。

「前海方案」清晰表明要「積極
穩妥推進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

融產品和金融監管創
新」。在這過程中，
香港作為成熟的國際
金融中心，肯定能夠
盡展自身所長，同時
也為香港的金融機構
和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新的發展空
間。「前海方案」也提出「深化法
律專業服務領域的開放水平」。在
這方面，與國際接軌的眾多香港法
律服務專才必定能夠應用其專業知
識，協助前海發展之餘，也同時拓
展事業發展空間，這可謂締造雙
贏。

國家 堅 持 改 革 開 放 之 心 不 會
變，而且開放的大門會更大、步
伐會更快。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
改革開放進程中一直擔當着火車
頭角色，「前海方案」進一步標
誌着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深化改
革、擴大開放的大格局之中的重
要戰略地位。香港作為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之核心城市，必須把握
「前海方案」開啟的新機遇，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切入點，加
快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開創香
港繁榮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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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鼎健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選委會界別分組
選舉將於星期日舉
行，今次選委會只

有300多個議席需進行投票，一般市
民認為競爭性沒有以往激烈，加上
缺乏有分量非建制力量人士參與，
預計投票率會較上一屆有所減少。
一些時事評論員認為投票率低，加
上選委會清一色來自建制力量人
士，勢必減低選委會認受性，不利
香港向前發展云云。

這次選委會選舉由1,200人擴大至
1,500人，加入多個新界別，目的是
令選委會更有代表性和達至均衡參
與，減少以往選委大多數來自商界
和專業界的弊端。選委會五大界別
涵蓋不同階層持份者，可以選出特
首候任人和40個立法會議員，重要
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將來立法會

的政治版圖一定有所改變，增加更
多來自基層市民的聲音，制定的政
策必定兼顧方方面面的利益，有效
解決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社會問題。

新一屆選委會有均衡參與的特
點。選委會產生的立法會40個議
員，性質有別功能界別議席。新制
度下，選委會代表廣泛的市民聲
音，所以循選委會途徑產生的議
員，必具廣泛代表性，才能脫穎而
出，顧及香港整體社會利益。

至於有個別時事評論員以預測投
票率低為由，否定新一屆選委會的
代表性，筆者認為這是混淆視聽和
誤導公眾。例如評論員指出新一屆
選委會缺乏非建制力量人士參與，
可能出現兩種結果：一是投票率
低，失去代表性。二是清一色建制
力量當選，沒有其他政治版圖代

表，無法解決香港社
會問題。稍有常識的
市民都可以指出這種
謬誤。首先，解決香港深層次社會
問題，只要真誠為香港市民服務，
有足夠參政議政能力的賢能，就一
定能夠在議會出謀獻策，無分立
場。況且過去以「民主」自居的攬
炒派，並非以香港利益為出發點，
只要看看他們過去提出「攬炒香
港」的口號就可知一二。

再說，新選委會的組成及成員的
產生，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
與，投票率高低並不會對認受性構
成任何影響。從今以後，香港必須
擺脫過去「選舉泥沼」困局，選舉
不再以政治至上，而是實事求是為
香港市民服務，這才是大多數市民
最根本的心聲。

新選委會具代表性符合市民期望
丁江浩 民建聯執行委員會委員 教聯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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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點名批評香港
記者協會，指組織倡議所謂「人人
是記者」，有違專業道德；拉攏13
歲無受訓的「學生記者」入會，亦
不符外界期望。記協作為一個專業
團體，理應是肩負維護行業利益的
責任，向政府提出業界訴求及政
策，推動行業的長遠發展，但它儼
然是一個政治組織，與攬炒派過從
甚密，不斷作出過分而出位的行
為，埋下破壞香港的種子。

經歷違法「佔中」及修例風波
後，記協已經成為攬炒派的「官方
喉舌」，為他們提供「保護傘」。
每當攬炒派報章的記者，遇到雞毛
蒜皮的事，就會無限放大，達到譁
眾取寵的效果。

另一方面，記協向傳媒同業發出

專業認證，是香港發出記者證的唯
一機構。傳媒代表可憑記者證，進
入記者採訪區，其中就包括與特首
作近距離接觸的地方，作出專業的
採訪和報道工作。記者證並不是一張
普通貼上相片的紙，而是代表着一種
資格認證。獲得認可資格的人，必須
要受過專業訓練，對所採訪的新聞，
要以不偏不倚、不扭曲、不誇張的專
業操守來報道，並肩負查核事件真偽
的責任。

然而，記協在修例風波期間，直接
摧毀了認可資格的制度。先不論當時
身為記協會員的記者，有多少可以做
到不偏不倚、不扭曲、不誇張的操
守，記協為了包庇暴徒，不惜藉濫發
記者證，招攬並非從事專業採訪工作
的所謂記者，屢屢借採訪之名阻礙警

方執法，掩護暴徒逃走。
記協自毀專業，放寬登記門檻，甚

至讓學生加入組織。有電視台曾經直
播一位在前線「採訪」的「記者」，
他向警方表示只有十多歲，就讀初
中。試問初中生真的懂得記者專業操
守嗎？筆者質疑，記協為中學生戴上
光環，目的是將中學生拉入政治漩渦
內，作為前線暴徒的擋箭牌。

記協的變質，在於近年社會泛政
治化風氣所造成，完全失去行業團
體的功能。記協聲名狼藉，特區政
府是時候要進行整頓，才能挽回傳
媒專業形象。新聞從業員應接受專
業訓練，加強專業操守意識。記者
證須由政府部門批出，方可到前線
進行採訪工作，提升傳媒質素，而
非淪為攬炒派的「庇護人」。

記協所為損傳媒形象須整頓
潘偉傑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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