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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場選舉委員會
選舉，接近九成選民用手上神聖一
票，為香港選出了新一屆選委會選
委。這場選舉備受社會關注，意義重
大，不但邁出落實「愛國者治港」的
首步，掃除長期困擾香港的泛政治化
亂象，開啟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加快由治向興步
伐， 這正是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殷切期盼，獲
得市民廣泛支持。

香港以往各類選舉，反對派利用煽情極端手法騙取
選民支持，並採取攻訐、抹黑、破壞等手段擾亂選舉
秩序。2019年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甚至用暴力手
段滋擾愛國愛港候選人及其支持者，把持大部分區議
會的議席。這些攬炒派根本無意建設社區、服務市
民，只在乎製造矛盾、撕裂社會，將政治歪風蔓延至
社區，令香港亂上加亂。

完善選舉制度，就是為選舉及香港撥亂反正，讓反
中亂港者出局，讓選舉回歸選出愛國賢能的應有功
能。這次選委會選舉，候選人都是憑藉擔當作為、才
華能力和參選政綱爭取選民的支持，展開公平公正的
競逐，徹底掃除以往選舉的亂象，這正是香港市民期
盼已久的真正選舉，充分反映了新選舉制度的進步性
和認受性。事實上，今次選舉接近九成的高投票率，
來自不同界別的選民積極和踴躍地投票，顯示了香港
社會各界、廣大選民對新選制的支持和擁護。

特區政府為了全力確保此次選舉妥善順利舉行，採
取多項優化的投票措施，包括首設關愛隊、運用電子
選民登記冊等，值得肯定和鼓勵，這些新措施為接下
來的立法會和行政長官選舉積累經驗、提升效率打下
良好基礎。

筆者相信，新當選的選委一定能夠履職盡責，展現
責任擔當，為香港選出德才兼備、堅定愛國愛港的特
區管治團隊，助力特區政府提升管治能力，推動香港
聚焦發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續寫「一國兩制」新篇章。

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良政善治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順利舉行，

新的選舉委員會正式誕生。這是中央實施香港國

安法、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進行的第一場選舉。是

次選委會選舉意義重大，是穩健邁出落實「愛國

者治港」第一步，期待新當選的全體選委以謙虛

謹慎、擔當作為的態度，努力為香港繁榮穩定把

好關，選出符合「五個善於」標準的合格治港

者，推動香港真正實現良政善治。

盧偉國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今年三月全國人大通過了「311決定」，其後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立法會亦順利完成了本地立法工作，在5
月27日完成審議並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新方案體現廣泛代表、
均衡參與，選委會的規模由原來的1,200人增加
到1,500人，並增至五大界別，除了工商界代表
和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亦引入基層和全國性團
體等代表，重新構建的選委會涵蓋本港更多行業
及其代表，兼顧社會各階層的訴求，令選委會具
有更廣泛代表性和民意基礎，更符合香港現實情
況和更能夠維護香港整體利益。

管治回歸行政主導
選舉委員會委員除依法提名和選出行政長

官候任人之外，同時負責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並選舉產生40名立法會議員，責任
重大。經民聯認為，所有選委都經過香港特別
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嚴格審查，確
保日後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人選真正
符合愛國愛港的資格要求，防止反中亂港分子
進入管治架構。選委會選舉，不僅為香港落實
「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創造有利條件，也有助行政機關和立法會良性
互動，改善特區政府管治體系，促進回歸行政
主導，實現良政善治。在9月11日和12日，眾
多當然委員及自動當選委員，包括筆者和工程
界的夥伴，一連兩日在全港各區擺設街站宣
傳，以「落實愛國者治港 推動良政善治」為主
題，走進社區，向市民宣傳政治理念和新選舉

制度，並聽取廣大市民對推動良政善治的意見
建議。現場所見，市民反應熱烈，令人鼓舞。

陸續落實惠民舉措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對未來香港管

治班子提出「五個善於」：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
問題、為民眾辦實事、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
履職盡責，這是對治港者能力的要求。經民聯
期望新當選的全體選委，以謙虛的態度繼續認
真聆聽社會各界聲音，收集民意，謹慎行使手
中的神聖一票，選出真正符合「五個善於」標
準的合格治港者，推動香港聚焦經濟民生，加
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切實解決香港社會深層
次問題。

對於多位經民聯成員當選選委，聯盟衷心感
謝每一位選民的支持。作為對香港懷有高度責
任感的工商專業界代表，經民聯將在新時期致
力「推經濟、惠民生」，在香港社會重新樹立
「發展惠民」這個主調，推動香港盡快走出政
治鬥爭的泥沼，回歸經濟城市的定位，走上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正軌，切實回應香港社會
對新時代搞好經濟民生的熱切期待。

1,448名新一屆選舉委員會委員順利產生，整
個選舉體現了公平公開公正，運作過程也大致暢
順。今年12月和明年3月，本港將依次舉行立法
會和行政長官的選舉，同樣不容有失。因此，對
於今次選委會選舉出現點票速度過慢等問題，有
關方面須全面檢討並徹底改善，務求令立法會和
行政長官的選舉圓滿完成，不負市民所望。

完善選舉制度後，首場選舉委員會選舉圓
滿舉行，投票率近九成。新一屆的1,448名
選委正式出爐，為落實「愛國者治港」踏出
重要一步，意義非凡。選委們肩負重大責
任，除了要為香港選出愛國愛港、做實事的
人才外，更要與治港者和香港市民一起，共
同推動良政善治，讓惠港新政得到落實。

新一屆選委不僅走進業界，為界別發聲，
更走近市民、走進社會，為香港的治理氛圍
帶來清風。過去數星期，選委們擺街站宣
傳，解說政綱、新選舉制度以及惠港新政
策，更進行了多場家訪活動，與不同階層的
市民傾談，了解他們真實的生活情況和需
求。

落區期間，不少市民大讚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整體社會氣氛平和良好，很多都說「出
街都安心了」、「疫情控制得不錯」，而
「希望盡快通關」也是普遍的訴求。亦有市
民談及民生問題，例如到公立醫院輪候手術

時間很長、居住的屋邨附近欠缺街市和其他
公共設施等。

一些選委朋友經歷一連串活動，親身聆
聽、感受市民面對的難題，體會到治港者必
須接地氣，及時掌握社會變化，適時回應市
民所需。

隨着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
「反中亂港者出局」是必然結果，香港的
「政治病」得到根治，並重新建立政治秩
序。筆者深信，未來社會將以理性協商，更
容易凝聚共識，共同找「最大公約數」，不
再上演極端激進的「政治騷」。在全新政治
環境下，特區政府的管治效能將大大提高，
有條件集中力量辦大事、搞民生。立法會的
攬炒派絕跡，不論法案與撥款審議均正常
化，議事堂重回正軌，通過了不少惠民利港
的項目，實在是市民之福。

新制度下的三場選舉，讓具治港能力的愛
國者走上舞台，更理直氣壯地支持特區政府

依法施政，讓香港專注經濟民
生發展，大力解決深層次矛
盾。筆者相信，普羅市民的
「願望清單」有望一一解決，
經濟格局將獲得重大突破，令香港發展再上
新台階。同時，選委日後可以繼續在不同平
台與業界、市民交流，更準確地向中央、特
區政府反映社會脈搏，促進一個良好的議政
論政循環格局。

新一屆選委們更具廣泛代表性，亦擴大了
香港市民的政治參與，更重要的是去除泛政
治化，擺脫多年來的困局，開啟良政善治之
門。下一步，特區政府和管治者要交出令人
滿意的施政成績表，即改善經濟民生，讓市
民安居樂業，工商界生意興隆。香港的最大
發展機遇在內地，而發展是解決困局的鑰
匙。未來香港社會一定能夠快速發展，把握
「十四五」規劃、前海機遇，追上國家發展
的步伐。

選委會選舉帶給香港新機遇
陳亨利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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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德聰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選委會選舉結束，讓香港社會看到
新選制的優越性，見證「愛國者治
港」原則得到落實，推動香港由亂轉
治、由治向興，為香港選出一個美好
的新未來。

新選制完成最重要的任務：落實
「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堵塞反中亂港分子利用選
舉進入特區管治架構的制度漏洞，讓「反中亂港者出
局」，選出真心為香港好、為國家好的賢與能，重塑
香港政治格局。

選舉令香港發展回歸理性務實，去除「泛政治化」桎
梏。近年來，香港每逢選舉必有動盪，一些參選人公然
鼓吹「港獨」甚至辱國。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出
現針對愛國愛港參選人的「黑色恐怖」。此次選舉，愛
國愛港人士將為香港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積極參選，用
政綱、參選理念和政策主張吸引選民，營造多元化、專
業化、重能力、少紛爭的參政議政新氣象。

完成選舉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將進一步加強。
選委會經擴容增權，令日後立法會議員和行政長官的
選民基礎相同，有利形成支持行政長官的穩定力量，
促進行政立法順暢溝通，維護和落實行政主導。立法
會將減少「拉布」紛擾，管治團隊少了掣肘、形成合
力，更聚精會神謀發展，香港邁向未來的步子將更加
穩健。

香港社會不內耗、不虛轉，重回發展正軌，港人充
分發揮智慧、勤奮、靈活的特性，加上中央政府和內
地各方面的鼎力支持，香港一定能夠走出「政治泥
沼」，集中精力破解深層次矛盾，聚焦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良政善治，再創輝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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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紫祥 博士 大灣區金融科技促進總會創會會長 香
港各界慶典委員會基金會主席 港區深圳市政協委員

新一屆的選委會選舉結
束，各界別的選委都已經產
生。對於今次選舉，有人認

為是展現香港在新選舉制度下的新氣象；亦
有人認為這是香港的新開始。筆者一直在觀
察整個選舉過程，發現今次選委會選舉有
「五個第一」，在這裏與大家好好分享。

首先，今次選委會選舉，毫無疑問就是中
央完善本港選舉制度後的「第一次」選舉。
在2019年夏天以至2020年初，不少人都曾
有悲觀的想法甚至認為香港「玩完」，經過
中央果斷出手，先制定香港國安法，再完善
選舉制度，香港的社會秩序得以恢復，市民
可以重新思考香港的未來，今次完善選舉制
度後第一次選舉，無疑是香港重新出發的最
佳起點，有着標誌性的作用。

凡是新的選舉制度，我們都需要看清其性
質。筆者認為選委會選舉中，各界別更均

衡、更具代表性，就是今次選舉的第二個
「第一」。隨舉數例，今次選委會選舉新增
了中小企業界，該界別佔全港企業約98%，
代表性不容忽視；另一方面，今次選舉又有
來自香港島、九龍以及新界的基層社團代
表，甚至連會員或涵蓋人數超過百萬人的同
鄉社團代表都有，足見今次選委會選舉，擴
大了選委會的代表性，「覆蓋面」也是歷屆
選委會的「第一」。

事實上，選委會的界別更均衡、更具代表
性，是選舉形式上的體現。筆者還想特別指
出，不少參與今次選委會選舉的各界別成
員，已經有別於以往「只向選委選民拜票」
的模式，而是面向公眾，公開地向全港700
多萬市民提出政綱以及主張。以「地區三
會」的候選人為例，筆者看到某團隊雖是以
地區名義參選，但其政綱由把握「十四五」
規劃以至完善土地規劃等社會議題都覆蓋

到。不同選委代表或候選人如
此積極地向外界宣傳政綱、理
念，亦是有選委會選舉以來的
「第一次」。

筆者近日利用網絡資源做了一個小統計，
發現在8月6日至9月16日期間，就有超過
500篇以「選委會」、「選舉」作為關鍵字
的本地新聞或評論文章，這種報道規模，也
可能是過去幾次選委會選舉的「第一」。

最後，亦是歷來未見的「第一」，就是
為了宣傳「愛國者治港」，有近千名選委
在全港各區參與街站宣傳，當中不乏政商
界知名人士，意味以後選委們都要積極面
向市民，了解市民訴求。當社會大眾了解
到今次選委會選舉的「五個第一」，就應
明白中央、港府以至各界都在全力推動香
港良政善治，絕不是流於口號及形式，而
是付諸實際行動。

今屆選委會選舉的「五個第一」
梁熙 民建聯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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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前，美國、英國、澳洲

三國宣布結成軍事協定，旨
在分享高新智能技術，提高

三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作為這個
防務關係的第一步就是英美兩國準備向澳洲
提供核潛艇，美國更同意向澳洲提供戰斧式
巡航導彈，這批導彈預計會裝備在核潛艇，
射程可達2,000公里。更重要的一點，是這
款導彈可攜帶核彈頭。縱使此計劃公布時，
並無針對任何第三方，但從以上的舉動就不
難發現，目標必然是崛起中的中國。

首先，美英兩國協助澳洲發展核潛艇一
事，本來就是赤裸裸的核擴散行為，防止
核武器和核技術擴散是《不擴散核武器條
約》的宗旨，同時是締約國履行條約的義
務。美英作為條約的締約方，公然幫助澳
洲這一無核武器國家建造核動力潛艇，明

顯會造成核材料和技術的擴散。但美英兩
國居然可以狡辯稱澳洲即使未來擁有核動
力潛艇，但不配備核武器，依然符合《不
擴散核武器條約》云云，這只能證明美英
這些國家在核出口問題和對伊朗、朝鮮核
問題處理上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更
以此利用別國作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
破壞地區穩定發展。

近年來，澳洲屢屢站在反華第一線，「五
眼聯盟」中除了美國本身，澳洲就是最積
極擔當反華的排頭兵，同時也是遭我國反
制措施最嚴厲的國家。礦石、海鮮、木材
等眾多商品貿易縮減。澳洲本來打算花600
多億美元買法國常規潛艇，今次不惜撕毀
原本和法國的訂單來換取美國提供的核潛
艇，無疑背後有更大的野心，希望在亞太
圍堵中國的第二島鏈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但筆者不禁要問，這是符合澳
洲人民以及國際社會共同利益
嗎？中澳本身沒有歷史問題和
根本利益衝突，兩國經濟上互
補性強，在貿易上可以說是契合度甚高的
合作夥伴，只是澳洲某些官員不斷鼓吹中
國威脅論，影響兩國關係，同時迷信澳美
同盟，甘願當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一枚棋
子，影響對華貿易本身就不符合自身利
益，最終受害的也是澳洲人民。

從中澳關係發展的歷史證明，兩國間秉持
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原則，而澳洲也必須
摒棄西方對華復興的敵視，順應時代發展的
大勢，長遠雙邊關係完全可以發展得好。而
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大國，只要繼續成為區
域和世界發展的推動者，「把朋友搞得多多
的」，也是推動區域穩定發展的關鍵。

美英澳軍事協定不利亞太和平
穆家駿 中學教師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國青聯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