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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樂見參選人具廣泛代表性
指符愛國者治港標準就有機會為港出力

立法會換屆選舉

$4

正處提名階段，多
個界別都已出現競

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示，完善
選舉制度是要確保「愛國者治港」，絕
不是把立法會變成「一言堂」，並鼓勵
有志之士把握機會，踴躍參選。多名政
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愛國者治港」為達至良政善治奠
定基礎，從目前的報名情況可見，參選
人覆蓋企管高層、地區人士、專業人士
等，具廣泛代表性。他們指有意為香港
發展出謀獻策，符合愛國愛港標準的人
都可以參選，很期待新一屆立法會的組

● 第六屆立法會效率創歷年新高，過去一年內通過 46 項政府法案。圖為立法會三
讀通過電檢修例，禁播危害國安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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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示，完善選舉制度是要確保「愛國者治港」，絕
不是把立法會變成「一言堂」。圖為市民途經政府完善選制廣告牌。 資料圖片

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表示，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及落實「愛國者治港」，可以鼓勵到更

多治港人才願意參與特區的管治架構，今次立法會
換屆選舉，新增由選委會投票選出的 40 席，正好
體現了議會的廣泛代表性，參選人士都是來自不同
的專業及界別，當中有資深的政界人士，也有年輕
的素人，單從報名情況已看到當中的百花齊放，很
期待新一屆立法會的組成。

● 立法會換屆選舉正處
提名階段，多名政界人士
表示參選人具廣泛代表
性，可謂百花齊放。圖為
政府宣傳換屆選舉提名期
的廣告牌。

完善選制對準立會痛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表示，「愛國者治港」
絕不是搞「清一色」「一言堂」，現提名期已過大
半，參選人來自不同階層、組織等，取態不盡相
同。他認為，過去立法會亂象叢生，令很多經濟民
生議案無法通過。完善選舉制度是一道強勁藥方，
對準立法會過往的痛點，同時強調均衡參與，目前
的參選者覆蓋企管高層、地區人士、專業人士等，
具廣泛代表性。他相信只要符合愛國者標準、獲得
足夠提名及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其資格的確
認，都可以參選並依法當選，為達至良政善治出一
分力。「愛國者治港」的底線守得越牢固，政治包
容空間就越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表示，過往反中亂港分
子搞亂特區政府施政，與中央政府對着幹，藉以爭
取政治本錢，除令議會秩序亂作一團，更對特區政
府施政造成嚴重影響，落實「愛國者治港」正好堵
塞有關漏洞，為有效治港的底線。
他強調，完善選舉制度落實後，議會將包含社會
上不同界別的人士，讓有志之士有機會發揮所長，
並透過不同角度、專業知識等提供意見，不認同所
謂「清一色」的說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認為，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落實後，立法會議席由原先分為地區直選和功能
界別兩個板塊的 70 席，增加到三個板塊的 90 席，
分別有地區直選、功能界別，以及包含社會不同階
層、界別的選委會，相信透過這樣的組成，議會內
對同一個議題都會有多元的建議，肯定很有火花，
不會是「一言堂」。

愛國者肩負管治理所當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曉峰表示，近日報名參選的
人士均來自不同的政治光譜、不同年齡層，同時也
代表社會不同界別的持份者，預計選情會很激烈，
同時也相信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會充分利用自己所
長，做好議政工作，不認為愛國者就等於「一言
堂」的說法。他又指，作為管治者具有很大的公權
力，由愛國者負起管治的責任，是理所當然的事
情。
全國政協委員高佩璇表示，這幾天見到不同界別
和階層人士踴躍報名參選新一屆立法會，相信在完
善選舉制度後，各人可拚專業、比理想，為香港發
展出謀獻策。她認為，議會內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但為的是讓市民大眾能過上好的日子，故需心向一
處想、力向一處使，這才是市民大眾樂見的議會景
象，完全不存在所謂搞「清一色」的問題。

來屆議會料能有效監察施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第
六屆立法會議員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均贊同林鄭月娥的說法，並以
立法會過去一年運作暢順的情況為
例，說明來自議會不同板塊的議員對
議題有不同看法，但只要在維護國家
安全、國家和香港特區發展利益的前
提下作討論，相信來屆議會定能有效
監察政府施政，達至良政善治。
第六屆立法會延長不少於一年，在
沒有反中亂港分子從中作梗下，議會
效率創歷年新高，不同界別議員亦能
聚焦討論民生、經濟等議題，回歸專
業理性進行討論。過去一年，立法會
通過 46 項政府法案，遠多於以往每年

平均 20 項的情況，亦是 2008 年以來首
次沒有因為審議時間不足而有法案失
效，令市民更期盼完善選舉制度後的
第七屆立法會可延續有關優勢。

「一言堂」
是偽命題
工聯會第六屆立法會議員、行政會
議成員黃國健表示，香港回歸祖國以
來，因為反中亂港分子為反而反，特
區管治架構遲遲未能解決產業結構傾
向單一、房屋短缺及貧窮等迫切問
題。新選制確保「愛國者治港」是為
了令議會可以理性討論不同聲音，集
中力量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因此他
認為「一言堂」是偽命題，「難道議

會沒有了攻擊國家和特區政府的聲音
就等於『一言堂』了嗎？」
勞聯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潘兆平指
出，自反中亂港分子離開議會後，其
他議員過往一年都能理性論政，有效
表達他們各自代表的業界或者地區聲
音，可見議員都是愛國者並不會令議
會變成「一言堂」。他相信各界仍記
得反中亂港分子在議會內的各種暴力
衝擊行為，而新選制就是要杜絕有關
情況，讓來自社會不同階層和專業界
別的愛國者提升議會運作效率，有效
監督特區政府，達至良政善治。

完善選制杜絕
「港獨」
參政

民建聯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新界社
團聯會會長梁志祥表示，完善選舉制
度是為了杜絕「港獨」等危害國家安
全分子進入特區管治體制，「不應讓
反政府、反中央的人參選、當選。」
他強調，確保所有議員都是愛國者絕
不是「一言堂」，因為大家只是理性
討論、實事實辦。
民建聯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柯創盛
指，根據過去經驗，越多不同聲音，
越有助多角度思考並推動政策改善，
尤其是民生政策，而完善選舉制度的
目標是保障選舉產生一個可有效運作
的議會，而非讓議會變成「一言堂」
的地方。

選委：愛國者組成議會必更有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負責
選出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 40 席議員
的選委，對立法會的期望和要求尤其
重要。有選委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來屆由愛國者組成的議會
必然會較過往更有效率，只要下屆議
員和特區政府相互合作，抱持帶領香
港發展得更好的共同目標，定能改善
民生。
教育界選委黃均瑜表示，愛國只
是對從政者的基本要求，來屆議員
來自不同背景，對特區政府的政策
都有不同理解，例如在勞工政策
上，商界和勞工界的議員必然會有
不同看法，因此愛國者都會有廣闊
的政治光譜，毋須擔心議會出現
「一言堂」。

行政立法合作 社會才會更好
各界均期望在新選制下理順行政立
法關係，黃均瑜認為要達成目標，來
屆議員必須有良好的議政和分析能
力，為市民監察政府施政。
他又指，特區官員亦不能以為議員
都是愛國者，自己提出的政策就一定
會獲通過，雙方必須合作，社會才能
發展得更好。
進出口界選委張明敏表示，新選制
為香港提供了良好格局，來屆立法會
是在新選舉制度下組成，其運作效率
必然較歷屆好。新任議員來自不同背
景和界別，對同一議題或持不同看
法，但只要他們都抱持着帶領香港發
展得更好的共同目標，相信有助促進

香港配合國家發展規劃。
張明敏直言，根據近日報名參選的
情況，相信來屆議會將有不少年輕但
沒經驗的新人，亦不排除有經驗豐富
但做法較舊的人士，日後的議會若要
推進香港達至良政善治，有賴各議員
花時間磨合。
他又指，未來環境變化多端，即使
大家都是為了社會整體利益，亦不排
除會出現爭論，但至少議會不會再出
現「港獨」和極端分子。
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
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代表
界選委葉傲冬表示，近日報名的參
選人向來對社會議題都有不同取
態，故來屆議會絕不會是「一言
堂」，而且提名期尚未結束，不排

鄧炳強斥網煽杯葛立選行為卑劣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昨日以《全力維護國家安全 不容掉以
輕心》為題發表文章，強調要切實防範和盡
早制止任何危害國家或香港安全的行為。他
提到，許智峯等「走佬」外國的反中亂港分
子，近日公然在網上煽動香港市民杯葛立法
會選舉，行為卑劣，呼籲市民認清這班無恥
● 鄧炳強強調，要切實防範和盡早 之徒的歹毒心腸，切勿參與不法呼籲或轉載
制止任何危害國家或香港安全的行 相關違法內容。
鄧炳強表示，上星期自己因手肘受傷發
為。
資料圖片

炎，入院接受了小手術及跟進檢查。他形
容今次上了寶貴一課，亦再次提醒自己，
無論在照顧身體或工作上，任何看似不嚴
重的小事，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防微杜
漸。引申到維護國家安全方面，更要切實
防範和盡早制止任何危害國家或香港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不能讓破壞分子有機可
乘，顛覆香港。

或涉舞弊及干犯國安法

他提到，最近有「走佬」外國的通緝犯及
流竄海外的反中亂港分子，例如許智峯等人
在社交網站發帖，煽動香港市民杯葛抵制
2021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在選舉當日投白
票，他們的行為或已觸犯《選舉（舞弊及非
法行為）條例》，亦有可能干犯香港國安法
相關條文。
他直斥，這些死心不息意圖「攬炒」香
港的破壞分子，犯法之後，為逃避法律責
任，公然「走佬」棄保潛逃，無恥地乞求

除有更多不同背景人士參選。
他認為只要參選人不支持「港
獨」，相信可以合法爭取提名，依
法參選、依法當選。

冀更多有能力擔當者參選
選舉委員會委員、大律師吳英鵬表
示，完善選舉制度是為了落實「愛國
者治港」原則，確保進入管治架構內
的都是愛國者，但是進入管治架構的
愛國者之間是可以有不同政見的，新
一屆立法會不會是「一言堂」和「橡
皮圖章」。
吳英鵬希望，能有更多有能力、有
擔當的愛國者積極參與本屆立法會選
舉，促進香港的良政善治和經濟民生
發展。

外國庇護，當中許智峯在香港涉嫌干犯最
少「九宗罪」而被檢控，他不但欺騙法庭
以獲批准離開香港，亦用諸多藉口為自己
卸責，是羞恥、虛偽的懦夫行為，亦令家
人蒙羞。
鄧炳強續指，若許智峯認為投白票以反制
立法會選舉是合法合理，為何自己不回港進
行所謂的「抗爭」，反而卑鄙地煽動市民違
法？正所謂「叫人衝、自己鬆」，行為卑
劣。市民應認清這班無恥之徒的歹毒心腸，
切勿參與不法呼籲或轉載相關違法內容，否
則很可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對任何違法行
為，執法部門必定嚴正執法，不會讓違法分
子逍遙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