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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踴躍投票 推香港由治而興
完善選舉制度後產生的立法會，將為香港帶來政治新氣

遠發展。參與今次立法會選舉投票，不只是履行公民責

象。議會不再有政治對抗內耗，可集中精力解決關乎香港

任，更是促進香港良政善治的重要一步。工商及社會各界

發展的經濟民生議題，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造福市民。

應在 12 月 19 日踴躍投票，選出愛國愛港、有才能、熱心

相信新的立法會不只有助香港政治穩定，更有利香港的長

為國家和香港服務的立法會議員。

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於12月19日舉行，是完善
選舉制度後首次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全國政協
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發表題
為「以史為鑒譜寫香港民主新篇章」的講話，
為香港推動落實「愛國者治港」、實現良政善
治以重要啟示。

共築
「五光十色」
新未來
今次新選制的核心，就是全面貫徹落實「愛
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並不是新事物，
而是一早已烙印在香港的歷史當中。正如夏寶
龍主任所說︰「回顧香港走過的歷程，我們有
一個深切的感受，就是無論香港經受過什麼劫
難和挫折，香港同胞都與祖國人民血脈相連，
香港都與祖國密不可分。」
事實上，經歷了 2019 年的修例風波，市民意
識到「愛國者治港」的重要性。「愛國者治
港」不只是一種政治原則，更是一個歷史的選
擇。如今新選制令香港的政治制度重回歷史的
正軌，在新選舉制度下，報名參加今屆立法

會選舉的情況非常踴躍，每個界別、每個地區
均有競爭，候選人來自不同階層、各行各業，
不同政見和主張人士均獲得提名，大家比拚政
綱、專長及理念，令新一屆立法會更能反映民
意，更好地平衡香港整體利益，充分體現夏寶
龍主任所指具備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
衡參與性和公平競爭性的四個優勢和特點，不
搞「清一色」而搞「五光十色」。

積極投票促進良政善治
締造這種新氣象背後有兩個因素。第一，將反
中亂港者排除在外，令選舉正本清源，並且騰出
空間予有志服務香港之士。第二，立法會議席由
以往 70 席增加至 90 席，除原來的地區直選及功
能界別，另新增選委會界別，以擴充代表性，吸
引更多來自不同界別的人士循選舉進入議會參
政，就所代表的界別反映意見，監察政府。
完善選舉制度後產生的立法會，將為香港帶
來政治新氣象。議會不再有政治對抗內耗，可
集中精力解決關乎香港發展的經濟民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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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香港深層次矛盾，造福市民。相信新的立
法會不只有助香港政治穩定，更有利香港的長
遠發展。
參與今次立法會選舉投票，不只是履行公民

從五光十色走向良政善治

高佩璇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黃國恩 香港中律協創會副會長
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後特區首次舉行的
立法會選舉，正是要把「愛國者治港」
落到實處，別具歷史意義。但正如夏寶
龍副主席所說，「愛國者治港」絕不是要搞「清一
色」，是搞「五光十色」，是具有多樣性的。今次立
法會選舉正正體現香港選舉制度改革的初衷，政治包
容性及均衡參與性均強，參選人來自不同的階層、不
同的政治光譜，有不同的政治理念，議席的分布亦得
到優化，基本上可以代表香港整體利益和社會各界廣
泛利益，候選人比拚的是政綱和能力，而不是以往的
互相攻擊抹黑，只有破壞沒有建設，選舉過程更加和
平、理性、有序，為的就是要選出有能力的立法會議
員幫助促進香港經濟民生發展，化解社會深層次矛
盾，盡快搞好香港，讓市民能過美好的生活。
香港人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的民主制度和選舉體制，
其制度和體制有着諸多的缺憾，香港應該按自身實際
情況發展自己的民主選舉制度。衡量香港選舉制度成
敗的關鍵，在於它是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能否保持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亦即實行「一國兩制」的初
心。要知道現在的選舉制度並不是一個終極的制度，
還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後，香港可循序漸進發展出符合當時實際需要的民主
政制，創出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格局，實現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長治久安，讓市民擁有美好的生活，並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所以，期望所
有有權投票的香港市民，都不要做旁觀者，而要做積
極落場參與投票的歷史締造者。

選民當行使選賢任能的權利

12月19日將是特區完善選舉制度後首次舉行的立法
會選舉投票日，大家都期待未來的香港將會有一番新
的景象。投票既是我們市民的權利，也是責任，大家
應踴躍出來投票，選賢與能，選出德才兼備、有心有
力的立法會議員為香港服務。經歷2019年黑暴及新冠
病毒蹂躪後，香港百廢待舉，我們很需要一班有心有
力為香港做事的議員，在穩定的大局下，幫助香港重
回正軌，幫助香港解決各種深層次矛盾問題，發放正
能量，配合國家發展大局，香港必能走出困境，重新
上路，「一國兩制」必能行穩致遠，香港這顆東方明
珠必會再次發光發亮。但關鍵就是要大家出來投票，
支持新的選舉制度，顯示民心所向。
雖然香港通過了國安法，亦初步完善了選舉制度，
基本上平定和控制了黑暴亂局，但過程並非一帆風
順，仍未能令大家安枕無憂，因反中亂港活動轉趨地
下化，黑暴餘孽仍在暗地裏「搞搞震」，除寄恐嚇信
威脅審訊黑暴案件法官，挑戰國安法，破壞我們的法
治，臨近選舉更以相同手法，恐嚇立法會選舉候選
人，近日連特首都收到內藏刀片的恐嚇信。而潛逃海
外的反中亂港通緝犯如許智峯之流，配合以美英為首
的反華勢力，不斷抹黑香港新的選舉制度，煽動香港
市民投白票杯葛選舉，企圖干預香港選舉。而香港竟
然有人附和並在網上煽動投白票，結果被廉政公署拘
捕。這些反中亂港分子及其支持者，在西方反華勢力
支持及慫恿下，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抹黑言行干擾選
舉，以向國際社會顯示香港的選舉制度失敗，以打擊
中央及特區政府的威信。

甘當棋子賣港之人必遭懲罰
日前，「港獨」分子羅冠聰在美國舉辦的所謂「民
主峰會」上詆毀中央及香港。可笑的是，與羅早前以
「唯一受邀港人」為自己臉上貼金大為不同的是，主
辦方僅在間場給了他 3 分鐘「表演」時間，直播的收
看人數亦少得可憐。
其實，從主辦方給予的「垃圾」時間與時長可以看
出，他們並不在乎羅冠聰講了什麼，要的只是「有一
個香港人公開講中國壞話」這件事本身，似乎這樣就
能佐證「中國不民主」這個謬論。
對於美國邀請羅冠聰去表演「行為藝術」和他對中
央及香港的抹黑，筆者認為並不出奇。
一方面，美國靠打「香港牌」來攻擊中國已非一日
兩日。連新加坡前外長都看得出，此次「民主峰會」
一個隱晦而重要的目標是降低中國在世界上的道德地
位。試問，美國又怎會不用羅冠聰這枚培養多年的棋
子來為自己導演一個「證據」呢？作為美國前國務卿
蓬佩奧「親手敲定」要一對一會面超過 20 分鐘的「乖
仔」，羅冠聰這個「木頭公仔」可謂相當聽話。他自
己承認，此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並非只是個人想法，
而是經過與多個在華盛頓的人權組織商量討論。這不
禁讓人懷疑，這個口口聲聲要「代表」香港的人，究
竟是在「代表」誰？
另一方面，對於羅冠聰個人而言，攻擊中央和香港是
其撈取政治資本的慣常手段。早在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
前，羅冠聰已經潛逃海外，如今離港已近年半的他是一
名棄保潛逃的嫌犯。為了繼續得到反華勢力的庇佑，繼
續抹黑中央和香港、唱衰「一國兩制」是其必然選擇。
只不過，他那些重複講了多次的話語無疑已經令眾人厭
煩，所以直播觀看人數只有百餘人亦不足為奇。

顯然，羅冠聰演這一齣鬧劇與所謂民主不民主並無
關係，只是倚賴其港人身份賣國賣港來謀取個人利
益，着實令港人蒙羞。
其實，關於民主的話題一直受港人關注。香港是一
個自由開放的社會，港人對於公民權利一直極為重
視。只不過，被英國殖民管治一個半世紀的香港深受
西方影響，對西式民主信賴有加。然而，近年全過程
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展示出一種適合中國國情、但
與西方傳統認知不一樣的民主方式。這令筆者不禁深
思，過往西方所秉持的民主是真的民主嗎？
以美國所辦的這個「民主峰會」為例。聯合國承認
的主權國家有近 200 個，而美國僅邀請了 110 個國家
和地區領導人出席。依美國的衡量標準，婦女權益低
下的印度是民主的，讓內地貧困民眾有屋住、有乾淨
水飲的中國和「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都是不民
主的。但究竟哪國國民權益更受保護，民眾會更願意
活在哪個國家？相信大家自有判斷。
筆者認為，實現民主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至於適
合哪種模式的確要看本國實情，沒必要一味追求西方
認同。同時，民主也必然不是無邊界的。想想標榜自
身為「民主燈塔」的美國，他們將衝擊國會山事件定
性為暴亂，所以「牛角男」連 3 分鐘「廁所時間」的
演講都不會有。而羅冠聰在香港犯下的罪行顯然已遠
超「牛角男」，卻被美國包裝成所謂「民主」的代
表。或許羅冠聰現在利慾熏心，就算清楚孰是孰非都
不願回頭，唯有嘴硬死頂。不過，法律條文寫得清清
楚楚，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羅冠聰這類甘
當棋子賣國賣港之人必遭懲罰。民主不是賣國求榮，
奉勸「港獨」們別再心存僥幸。

立會選舉「有得揀」 更要積極投票

鍾安平

責任，更是促進香港良政善治的重要一步。工
商及社會各界應在12月19日踴躍投票，選出愛
國愛港、有才能、熱心為國家和香港服務的立
法會議員。

新選舉制度下的首場立法會選舉即將
舉行，153 名候選人正緊鑼密鼓地宣傳
政綱、走訪市民、推介自己、展現能
力。不少選民也在觀察比較候選人的表
現，準備行使自己的民主選舉權利投出
負責任的一票。
與前些年選舉一個明顯不同的社會場
景是，此次選舉拚治理理念、拚能力擔
當成為一道全新風景線。由於少了激進
攻訐、劍拔弩張，多了君子之爭、理念
之辯，過去那種因為選舉導致社會撕裂
的狀況明顯改善。
但是，主流之下有暗潮。在海外，一
些「攬炒」香港的潛逃者隔海鼓動市民
不投票或者投白票，香港也有人明裏暗
裏與之呼應，試圖以「軟對抗」來影響
本次選舉。他們給出的最大理由就是這
樣的選舉「不民主」、「缺乏競爭」、
「清一色」。
但是，對於民主的詮釋從來就不是某
些人的專利。民主不是空洞的口號，判
斷民主好壞，既要看過程，更要看結
果，這才是民主的真諦。過去這些年，
一些反中亂港分子借助選舉漏洞進入議
會。他們在體制內為反而反，阻礙政府
依法施政，拖累經濟民生進步，造成社
會極大動盪。顯然，這並不是港人所要
的「民主」結果。此次選舉，因為某些
政治團體「不安排」其成員參與選舉，
就指控選舉「不民主」而阻止市民投
票，這樣的做法難道不是更霸道、更不
民主嗎？
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某些政團沒有
派人參選，選舉中沒有抹黑揭短，就指

控「缺乏競爭」、「清一
色」。此次選舉沒有任何
人有自動當選、躺着就贏
的可能性。這種前所未有
的情況算不算有競爭？良
性競爭取代惡性競爭，難
道不是民主的進步？
同時，新選舉制度阻擋的只是那些反
中亂港分子。「愛國者治港」與立法會
不搞「清一色」並沒有矛盾。新選制希
望議會多元共存，支持政治理念、治港
思路不同的人在香港基本法下共同為香
港服務。新選舉制度下，不僅實現了代
表各種利益群體的均衡參與，同時，由
於遏制了惡意攻訐，才有可能令更多人
士，包括各界精英、政治立場溫和者紛
紛參選，令市民在選賢任能上有了更多
選擇，對政通人和有了更多期待。
完善選舉制度意在落實「愛國者治
港」的原則，其根本目的落腳在實現香
港良政善治，市民安居樂業，「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選出愛國的有德才者治
理香港，才有可能團結港人，共同應對
困難，解決港人的經濟民生訴求和真正
保障港人的民主權利。
選賢任能是基本法賦予港人的權利，
為自己及香港未來負責的選民，需要善
用這一民主權利。而任何企圖剝奪這一
權利的圖謀，都是反民主的行為。全國
政協副主席、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提
醒港人，「大家投下的不僅僅是個人的
選票，更是對『一國兩制』的堅定信
心、對國家富強昌盛的美好希望，以及
對香港繁榮穩定的共同心願。」

陳南坡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 南區建設力量主席 廣東省政協委員
新制度下的首次立法會選舉將於周日
舉行，建制力量選民應責無旁貸積極投
票，展示維護法治正義、鞏固香港由亂
及治的強大民意，更是對「愛國者治
港」投下信心的一票，認真挑出有能
力、有擔當的民意代表，證明新制度的
民主選舉是促進發展進步的優質民主，
對香港和選民自己負責。
此次立法會選舉所有候選人都是愛國愛
港者，有部分選民認為大局已定，選誰都
差不多，多一票少一票，沒有多大關係。
這種想法要不得。2019年黑暴橫行，香
港法治管治幾乎崩潰，區議會選舉更受到
暴力衝擊，愛國愛港選民連人身安全都受
威脅，投票的民主權利更被侵害、剝奪。
當時愛國愛港選民極之盼望中央出手止暴
制亂、保障港人合法權益。
中央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主導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香港迎來由亂及治
的重大轉折，這正是港人所盼望的。
在中央力挺下香港重建法治秩序、港
人重享基本法保障的民主權利和安穩
生活，這是來之不易的。再者，內外
反中亂港勢力不甘心失敗，正在無所
不用其極的詆毀新選制，煽動在立法
會選舉投白票。
因此，此次立法會選舉不只是選誰那
麼簡單，而是再一次正邪較量，是支持

香港恢復法治穩定、重
回正軌，還是重走所謂
「普選民主」、政爭撕
裂的民心較量。明白這
個道理，建制力量選民
更要爭氣，應義不容辭
投票支持立法會選舉，凝聚捍衛香港法
治穩定、港人民主權利的最大民意，支
持新制度，證明港人選擇符合自己的民
主道路，抵制別有用心的內外勢力的破
壞。
以前的選舉可說是管治權之爭，愛國
愛港選民投票支持愛國愛港候選人是唯
一選擇。如今落實了「愛國者治港」，
民主選舉回歸發展經濟民生的功能，是
要解決實際問題的。此次選舉候選人的
政綱聚焦於此；參選的候選人「五光十
色」，既有商界、學界、專業界精英翹
楚，又有來自社會基層的勞工、職員、
中小企業經營者代表；既有土生土長的
香港人，又有講普通話的「港漂」、台
灣出生的人士、加入中國籍的「老
外」；既有經驗豐富的資深參政者，又
有充滿衝勁和創新力的新一代年輕人，
情況前所未見。
選民「有得揀」，更要認真行使投票
權，選出德才兼備、實幹為民的議員，
對自己和香港的未來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