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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立選不容有失 動員 3.6 萬人協助
會選舉。我們熱切期盼這一場立法會選舉是公
平、公正，有很健康的競爭性，讓我們可以選出
90位有志於服務香港市民的立法會議員。」
她提到，鑑於9月19日舉行的選委會選舉投票日
出現問題，她上星期會見馮驊，向他明確表示12月
19日這場選舉的安排不容有失，選民人數對比上次
多了很多倍，投票站亦多了很多個，必須要全力以
赴，做好選舉安排。

確保選委會選舉問題不再出現
林鄭月娥強調，選舉除了講求公平、公正和誠
實之外，亦講求效率，也要相對人性化。關愛
隊、電子選民登記冊等措施會在立法會選舉投票

日繼續使用，亦要確保 9 月 19 日的問題不再出
現，包括確保有足夠的派票枱，至於票箱的運
送、開票、分票，以及點票的過程，都要格外留
神。
她估計，立法會選舉當日會動員超過 3.6 萬名選
舉人員協助，絕大部分是現職公務員，亦有部分
是退休公務員及熟悉選舉運作的人員，政府亦已
安排10多位資深行政主任借調至選舉事務處。
林鄭月娥強調，為確保選舉順利，所有票站人
員，特別是票站主管，都要接受培訓，而培訓是職
責一部分，因此不存在「唔得閒就不來培訓」的事
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已向部門首長提出有關要
求。

正研口岸投票安排
她又透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與中央有關部
委研究立法會選舉的口岸投票安排。由於法例規
定選舉行為必須在本港範圍內發生，所以不存在
內地設立票站，特區政府有決定時會盡快公布決
定。
林鄭月娥呼籲全港選民積極參與這次選舉。由現
在開始到 12 月 19 日，特區政府會安排大量宣
傳，希望做到鋪天蓋地的效果，而為香港選
出一個能夠為香港市民服務的第七屆立
法會，是一種公民責任，呼籲
選民行使選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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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表示，
自己已於上周與選管會主席馮驊見面，要求對方
確保 12 月 19 日的立法會選舉不容有失。當日，特
區政府會動員超過 3.6 萬名選舉工作人員協助，務
求要舉辦一場公平、公正、安全有效率及具一定
人性化的選舉。
林鄭月娥表示，截至前晚，選舉主任共接獲 111
份提名表格，其中涵蓋了今次立法會選舉的三大
板塊，分別是選舉委員會、地方直選和功能界
別，「我相信未來四天還會收到一定數量的提名
表格，初步看來，是能夠達至在完善了的選舉制
度下，有廣泛代表性的人士是願意參加這場立法

港人信新屆議會絕非「一言堂」
滿意新選制下立選情況 指參選人願聽業界聲音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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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娥日前表示，完善選舉
制度是要確保「愛國者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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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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界、商
界、創科界等各個界別的人士，以及香港市民昨

張太：
「一言堂」
情況不會出現

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們對完善選
舉制度後的立法會選舉情況感到滿意，認為參選

我認為香港是一個自由社會，任何人都可以參選，
如果有人不參選是自己放棄這個權利，不能怪其他
人。
相信未來的立法會不會出現「一言堂」的情況，
依然會存在不同的意見，每個人對問題的看法都會
有不同，即使一家人都會有爭論，只要大家的出發點
都是為了香港好就可以，有爭論及不同的意見存在是一件好
事。

人較以往更願意聆聽業界聲音。他們強調，自己
選擇代議士的標準無關政見，而是他們是否真心
愛國愛港、會實事求是以市民福祉為依歸，他們
相信在新制度的保障下，第七屆立法會不會成為
所謂「一言堂」，而是會更好的助港騰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黃書蘭

●各界別受訪人士及香港市民均表示，對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立法會選舉情況感到滿意，認為參選
人較以往更願意聆聽業界聲音。圖為今年 3 月，市民在街站簽名支持全國人大通過完善選舉制度
的決定。
資料圖片

法律界：愛國者皆可依法晉身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多名
法律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只要是愛國者，不論持什麼政
見，都有機會依法進入議會，為香港出
謀獻策，幫助香港實現良政善治。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表
示，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夏寶龍對「愛國者治港」的定義已經
說得相當清楚，社會上有志之士，只要

是愛國者，以及依照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規定參選，當選人可以從民生、社
會、經濟等範疇，憑藉本身的經驗和對
大局整體利益的理解，出言獻策，齊心
合力解決社會深層次問題，以及國際的
競爭和壓力，一起提升香港整體的治理
能力，解決社會當前的急務，幫助香港
實現良政善治。

可反映更多元聲音

正的良性民主制度。

擺脫民粹政治 更顧及各階層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麥美
儀表示，看到今次選舉有更多來自
不同範疇的人士參選，而參選人亦
較以往更關注社會不同持份者的聲
音，比如近日就有多位不同界別的
參選人向她徵求意見，希望聽取有
關支持中小企發展的政策建議，反
映新選制的參選人將更顧及香港各
階層的利益，擺脫民粹政治，使社
會經濟更平衡發展。
她表示，任何人無論持有任何政
見，只要符合愛國者的標準都可參
選，認為新選制只是要杜絕為反對而
反對的人，確保立法會議員都是為香
港發展着想，齊心推動特區政府改善
施政。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會長周嘉
弘表示，香港有約 120 萬打工仔在
30 多萬間中小企工作，然而中小企
的聲音多年來卻未受重視，直至新
選制下才首次成為選委會的新增界
別，能在今次選舉提名及選出立法
會議員，故認為選舉能反映更多元
聲音，為市民、業界制訂更貼地的
政策。
他表示，今次選制確保參選人都是
「愛國者」，即是有一顆「為香港」
的心，故相信若未來立法會議員看到
特區政府有任何政策不夠妥善，都定
會發聲，致力讓市民能安居樂業，繼
續捍衛香港的營商環境。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只要嚴格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在公正、公平、公開
下進行選舉，不存在所謂「一言堂」的
問題。況且，完善選舉制度下，很多有
志之士都是來自社會不同階層、不同政
治光譜，完全可以反映多元化的聲音。
香港執業律師、全國港澳研究會
會員黃國恩表示，在新的選舉制度
下，只要是愛國者，不論政見，都

可以參選，而在完善選舉制度
前，例如 2019 區議會選舉完全可以
用恐怖、瘋狂來形容那些所謂「議
員」，他們對香港破壞極深，遺害
至今，那才是「一言堂」。現在香
港逐漸回復正軌，大家應好好珍
惜，積極投票，選出愛國者以及有
能力的議員，為香港服務，達至良
政善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來自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昨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們從提名期間參選人的表現已看到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新氣象，新制度亦吸引更多年輕人參選，更多
團體願意收集意見向參選人反映。他們相信未來選出的愛國愛港
人士，能在議會理性議政，以急民所急的新風氣，推動香港高速
發展，促進香港各行各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令「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
天旭科技投資集團聯合創辦人暨行政總裁、數碼港董事楊全盛
表示，今次立法會選舉比以往歷屆有更多科技創新界團體參與，
而他們對香港的科創發展都一直發揮了重要作用，相信更能多
元、充分地反映業界不同持份者的聲音，顧及包括從業員、僱主
及投資者等不同持份者的意見，比舊選制更能達至均衡參與。
他表示，新選制讓科技創新界的立法會議員由業界的學術組
織、專業團體、公營機構、科研平台等選出，看到很多業界團體
亦比以往更積極主動收集會員意見，向參選人反映，相信有助未
來立法會及特區政府更有效推動發展科創的政策，亦加強了業界
的團結和合作。
朗晴貨運總裁黃子文表示，新選制完全體現中央捍衛「一國兩
制」的決心，是次選舉吸納了多元聲音，亦看到不少年輕面孔報
名參選，相信未來的立法會議員會更努力為香港青年發聲，有效
解決香港社會不同的青年問題。
他指出，中央在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提升香港國
際航運和貿易中心，以及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後，香港的航空貨運
業近期受惠於相關惠港政策，已在疫情下全面復甦，非常興旺，
「排隊交貨要排 8 小時」，相信來屆立法會定能促進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把握機遇。

各界料新議員能促港融國家發展

商界：信當選者助政策更貼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多
名商界人士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新選制令更多具傑出才幹的
人士報名參選立法會選舉，而參選人
亦都實事求是地比拚具建設性政綱，
相信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將有助特區政
府制訂更貼地政策，真正有效發展香
港經濟、使社會經濟更平衡發展，致
力讓市民安居樂業，捍衛香港的營商
環境。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表示，
2019 年黑暴令香港社會的營商環境
非常惡劣，幸得中央在去年為香港制
訂國安法，使香港由亂及治，而今次
新選制則是進一步確保「愛國者治
港」原則落實，以維護「一國兩
制」。
他指，過往立法會過度政治化，很
多有志報效祖國、服務香港的有識之
士都被香港扭曲的政治生態嚇怕而沒
有參選，而新選制公平、公正、公
開，確保參選人都是愛國愛港，讓日
後立法會必能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先，
擺脫反中亂港分子進入議會為反而反
的情況，故近日有很多具傑出才幹的
人士都報名參選，未來立法會自然更
具廣泛的代表性，充分體現均衡參
與。
袁武認為，雖然今次選舉依然競爭
激烈，但比拚的是具建設性政綱，是
實事求是的表現，相信第七屆立法會
定會更配合行政主導，使行政與立法
機關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真正有效
發展香港經濟、改善民生，這樣是真

市民首重政綱
殷盼減少爭拗

更能聚焦改善民生

香港藥學會會長沈明達表示，修例風波及疫情令香港近年
發展在多方面停滯不前，社會分化，但新選制確保參選人有
愛護國家、愛護香港的心，讓未來立法會不用再沉淪無謂
政治爭拗，以事論事，都放下私心，凡事以市民福祉為
先，相信能更聚焦為市民改善民生，包括推動更多優化醫
療福利等政策。
他認為，雖然過往曾出現不少立法會議員在議會內「假
大空」的情況，但認為在新選制下的立法會議員，都會致
力為香港提出具建設性的建議，以急民所急的新風氣推動
香港高速發展，令「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陳先生：贊同候選人需愛國愛港
我贊同新選制確保所有候選人都需要是愛
國愛港的，否則只會繼續把香港、立法會弄
得亂七八糟，除了亂就沒有任何成果。我
相信所有當選人都是愛國愛港，各人對政
策有不同看法，在立法會發表的意見亦有所
不同，不存在所謂「一言堂」。

歐伯：參選人應廣聽民意
我認為參選人持什麼政見其實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為了香港的發展好，真心服務
香港，並且落手落腳做實事。我希望立
法會參選人可以多落區，聽取市民的意
見及讓市民對他們的政綱有所了解。我不
會看重他們所屬的黨派，會根據參選人的
政綱投票。

黃先生：不歡迎逢中必反者
中央出手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後，
議會的效率明顯提升，回顧今年特區政府
及立法會的效率，比起以往有巨大分
別。我認為政府和立法會應繼續保持這
樣的效率，實施新的政策時在議會內進行
充分討論，但不能出現有一提及政府或中央
便一律只表示反對，而不是就事論事的議員存
在。

王伯：減爭拗共同努力為港
我覺得前年的區議會選舉，很多反中亂港
分子利用當時的社會環境當選，簡直是一場
鬧劇。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氣氛良好，鬧劇
不再，香港的治安及環境能夠穩定，希望
未來的議會能減少爭拗，共同為香港利益而
努力。

蘇先生、蘇太：讓下一代安居樂業
促進香港經濟、改善民生，關係市民的福祉，
是立法會議員最重要的工作，然而以往立法會
太着墨於政治爭拗，浪費了很多時間。我們
期望來屆立法會議員能為香港人發聲，致力改
善民生，包括增建更多房屋，讓年輕人、下一
代都能安居樂業；少些政治爭拗，多為下一代着
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黃書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