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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人大決定 香港民主發展重回正軌
自中央去年出台實施香港國安法以後，香港社會迅速恢復秩序。香港國安法是及時的治亂靈
丹妙藥。現在的要務是根據全國人大「311 決定」，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消除危害國家安全的
隱患和風險，確保落實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確保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有效管治，
保障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這次由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既要確
保國家主權、安全及利益，也是為了香港建設
一個有作為、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為了完善
選舉制度，就不要走入簡單「一人一票」的所
謂「普選」圈套，而要設計均衡參與、更有廣
泛代表性的選舉制度，避免民粹主義、劣質民
主。
關於落實全國人大「311 決定」，筆者有如
下建議：

確保
「愛國者治港」
（一）完全支持「311 決定」，建立一個符
合國家憲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政治、管治
制度。
（二）贊成設立具有廣泛代表性、體現社會
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
選人、部分立法會議員，以及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事宜。
贊成選舉委員會由工商、金融、專業、基

層、勞工和宗教界，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
表、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
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等五個界別，
共1,500人組成。各界團體應該是對香港經濟社
會民生發揮積極作用的組織，包涵不同專業及
社會功能，避免利益團體瓜分利益的傾向。各
組織必須是擁護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的愛國
團體。因此，選委會不應以政黨分配名額。由
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以「決定+修
法」、然後香港進行本地立法的「三步走」，
取代過去的「五步曲」，可避免重蹈政改方案
失敗的覆轍。
合資格參加選委會的團體，推薦成員參選時，
要按其對經濟社會的貢獻作考慮；五大組別都要
為各團體派出的候選人數目設上限，擴大代表性
及保證均衡參與；各選舉委員要在其所屬的團體
中，有良好的個人及服務社會履歷。
（三）完全贊成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
辦法。一個好的政府領導人除了要是愛國者，也
需要有足夠的資歷、管理能力及相關歷練。

嚴把議員資格審查關口
（四）贊成立法會議員每屆 90 人，通過選舉
委員會選舉、功能組別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
種方式分別產生。選舉委員會、功能組別及地
區直選三者要取得平衡，在嚴格資格審查下，
保證候選人符合愛國者標準，不能讓其中一組
別壟斷全局，或操控議案表決權。
贊成立法會直選議席採用「多議席單票
制」。選區不宜太大，也不宜太小，十區較適
中。假設直選有 30 席，選民有 200 萬人，即每
區有 20 萬選民，每個當選者就需要取得約 6 萬
票。如果按目前 18 區，候選人毋需取得很多票
數也可當選。但如果把選區劃成五區，配票的
難度則很高，結果有候選人取得許多票數，但
不能取得席位，而且容易產生不符主流民意的
議員。上屆區議會就是因為這樣出了問題。當
然，計票方式還要仔細研究。
（五）贊成設立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
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委會、行政長官和立

龔俊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
全國人大會議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決定， 有西方輿論質疑此舉違背香
港民意，但一連數天的街頭簽名活動，
熱情持續，筆者目睹不少市民紛紛主動
簽名表示支持。由此可見，中央主動出
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堵塞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的漏洞，大大消除了反中亂港勢
力阻礙香港發展的風險，回應大多數市
民求穩定求發展的訴求，得到了香港主
流民意的堅定支持。
中央作出完善選舉制度的舉措前，已
多次邀請香港各界進行深層次溝通交
流，收集民意，充分將社會各界意見納
入考慮。透過與香港代表懇談，中央知
道主流民意對極端政治思潮騎劫議會感
到擔憂，特別是區議會層面已接近癱
瘓，認為若立法會也如此，將拖慢香港

在疫情後的恢復速度。中央主動出手完
善選舉制度，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保障「一國兩制」在港實踐不走
樣、不變形，保障香港居民福祉。
「一國兩制」是前所未有的創舉，
中央與香港社會在過去 24 年「摸着石
頭過河」，發展至今，「一國兩制」
面臨新時代的挑戰， 外國勢力明目張
膽地對香港事務「指手畫腳」， 甚至
利用香港選舉制度的漏洞，把香港當
作顛覆政權、阻礙中國發展的棋子，
今天當然有必要對香港選舉制度作出
必要完善。
西方抹黑中央完善選舉制度是「收緊
港人的民主權利、限制香港自由」，甚
至形容為「把『一國兩制』變成『一國
一制』」。這絕不是事實。中央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把「愛國
者治港」原則落到實
處，推動「一國兩制」
實踐重回正軌，「一
國」的前提基礎有保障，「兩制」空間
更廣泛。
支持完善選舉制度的街頭簽名活動持
續多天，熱情仍然高漲，不時有市民主
動走進攤位簽名，當中不乏年輕人與小
朋友，不少人向義工表達支持，顯示主
流民意對中央出手完善選舉制度，感到
安心又放心。
反中亂港之徒雖整天高喊「愛香
港」，但行動卻是勾結外國勢力、謀取
私利，企圖「攬炒」香港和國家，等同
將香港推入萬劫不復的亂局，怎會受到
香港民意的支持？

壯大青少年愛國力量薪火相傳

人大「 決定」護港繁榮穩定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主流民意堅定支持

311

陳曉鋒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法學博士
全國人大通過「311決定」，對於香港的發展具有重
大意義，符合憲法規定和憲法原則，符合香港基本法，
具有堅實的政治基礎和法治基礎，有利於維護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回歸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為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解決相關問題，已數次解釋香港基本法及作出相
關決定，在國家層面行使憲制權力。事實證明，依據憲
制秩序，中央是香港民主發展、選舉制度發展完善的主導者。
完善選舉制度，一方面可以從政治和法律層面保障國家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使得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確保全面準確
貫徹「一國兩制」，嚴格按照憲法和香港基本法治理香港；另一方
面，香港社會得以形成全面發展的正能量，糾正歪風邪氣，經濟民生
得以更好改善。
另外，選委會的結構更多元，充分體現各個界別的廣泛代表性，以
及選舉的均衡參與，這與香港選舉制度的設計初衷相吻合。一方面，
一些全國性團體的香港成員成為選委，符合愛國者的標準，更好地為
選舉把好「入閘關」，確保管治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另一方面，這
些成員具有非常好的國家觀念和香港情懷，既熟悉國情，又了解香港
實際情況，可對候選人的參選能力作出更好的判斷。
完善選舉制度，需要做好宣傳解說。政府官員、社會各界代表、青
年代表要主動走入社區、走向市民、運用網絡，耐心細緻地給市民進
行宣傳解說，避免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曲解，主動消除市民的疑慮，
為人大常委會和本港完成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工作，營造良好社會氣
氛，打下堅實的民意基礎。

連洲杰 全國青聯委員 九龍西潮人聯會常務副會長
治理體系。
中央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調整和
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組成和產生辦
法，賦予選舉委員會產生立法會議員的
新職能，從法理和制度上確保了「愛國
者治港」原則落到實處。港澳辦常務副
主任張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
主任張勇專程來港，廣泛聽取香港社會
各界對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意見建議，
彰顯了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社會的充分參
與，從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
筆者認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為香
港實現良政善治創造了前提條件，必須

進一步加強愛國愛港力
量的建設，提高治港班
子的治理能力。青少年
是愛國愛港者薪火相傳
的中堅力量，以往青年人才培養路徑單
薄，由此造成的不良後果業已凸顯。未
來，要在青少年群體中，廣泛普及愛國
主義與法治精神；通過文化教育，為青
少年認同國家奠下基石；以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為基礎，強化法治與政治認同教
育，樹立正確價值觀，建立愛國愛港青
年人才發展制度保障，不斷培養和壯大
青年愛國愛港人才，為香港「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提供保障。

美制裁搬石頭砸自己腳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全 國 人 大 會 議 通 過 「311 決 定 」
後，拜登政府宣布對 24 名內地和香港
特 區 官 員 實 施 所 謂 金 融 制 裁。 這 表
明，美國新政府依然在錯誤的涉港策
略道路走下去，繼續蠻橫干涉中國內
政，足見「雙標」、「霸凌」這些現
代文明所不齒的嘴臉，深深刻在美國
政府身上。美國的制裁必然反害美國
利益，套用一句中國俗語：「搬起石
頭砸自己的腳」。
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事務就完全是
中國內部事務，外國無權干涉。但是，
美國之前的特朗普政府為一己私利，瘋
狂打「反中亂港」牌，種種事實已經證
明，2019 年香港修例風波，美國扮演
了極為不光彩的角色，黎智英等人正在
被拘禁候審。正因為美國要攬炒香港、
遏制中國，中央政府不得不出手止暴制
亂，制定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為香港撥亂反正。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天經地義，與
美國何干？如果說有關係，也只能說
香 港 堵 塞 管 治 漏 洞， 確 保 「 一 國 兩
制」行穩致遠，不再被美國等反華勢
力鑽空子。
奉行遏制中國的美國政客坐不住，繼
續特朗普政府的錯誤策略。可是，這些
所謂極限施壓嚇不到中國人。被列入制
裁名單的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公開
表明，毫不畏懼反感「光榮」；全國人
大常委譚耀宗直斥美國此等行為「可
恥」，無礙自己一如既往為國家為香港
作出應有貢獻。
拜登團隊有資深外交家，難道他們不
知道這些制裁並無實效？為何不汲取教
訓，還擺姿態做「官樣文章」？更重要
的是，美國在香港有重大利益，揮舞
「制裁」大棒，難道不怕害了自己？

香港金管局早就指出，美國單方面的
制裁行動，香港金融機構不會執行；中
國商務部更在今年一月份推出《阻斷外
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作為
反制。在香港的外國金融機構屬美國最
多，美國的制裁，必然對在港美國企業
帶來不利因素。
中美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在經貿合
作方面尤其顯著。儘管特朗普對中國打
貿易戰，但是今年首二月，中美貿易額
依然狂飆、增加八成。去年初受到疫情
影響，中美貿易額增幅依然高於二成。
美國對港經貿，美方每年都有 300 億美
元的順差，今年以來雖然美國取消香港
特殊地位，但是港美貿易仍然暢旺，美
國在港的金融企業更是因股市節節攀
升，賺得盆滿缽滿。
拜登團隊不能不面對現實，意識形態
會被實在的經濟利益打敗。

盧錦欽 博士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香港荔灣社團聯會主席

香港重回穩定 拚發展創輝煌

全國人大會議通過關於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的決定，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心
聲，更是香港絕大部分市民的共同願
望。決定是繼香港國安法後，國家完善
香港特區法律和政治體制的又一重大舉
措。香港社會過去幾年出現的動盪，反
中亂港勢力公然挑戰「一國兩制」底
線，並且想把香港作為顛覆內地政權的
基地，危害國家安全。香港國安法的實
施，有效壓止反中亂港勢力的蔓延，切
斷了外國勢力對香港的干擾。今次人大
決定，更及時堵塞了香港選舉的隱患，
堵塞了國家安全的隱患，切實維護國家
安全，防止反中亂港分子進入特區政府

法會候選人的資格。資格審查是政治性的，不
是法律案件，因此不應由司法制度審查，不能
司法覆核。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職能是確保候選人資
格符合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
解釋和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
的決定，以及香港本地有關法律的規定。
根據職能要求，建議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要
由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律政司、港區全國人大
及政協委員、香港基本法委員會香港成員、以
及特區政府高層人員出任，由特首建議，交中
央人民政府委任。
全世界的選舉都要求參選人申報個人資料，
包括財富、收入；履歷及工作職位；參加社會
組織等。全國人大「311 決定」規定對候選人
進行資格審查，只提到關於擁護國家法律及國
家安全的要求，其實是十分基本的，可杜絕反
中亂港分子參選並混入管治機構，也讓選民更
加了解候選人。

全國人大會議以極高票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決定，令人振奮。完善選舉制度是為香港長治
久安邁出的決定性一步，為香港的長治久安和繁
榮穩定奠定基礎。香港社會要把握這個機遇，集
中精力拚發展，讓香港重新出發、再創輝煌。
決定規定，香港設立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別行
政區實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會，既增加了選
委會的代表性，也為香港的各項選舉負責把關，確保不會被攬
炒派鑽空子進入特區憲制架構搗亂。
決定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
責審查並確認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
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
今次的人大決定一錘定音，為香港重回穩定奠定堅實基礎，
下一步香港應該積極融入國家，把握機遇謀發展。
如果說國家出手為香港制訂香港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讓香港由亂及治、長治久安，那麼「十四五」規劃則讓香港搭
上國家高質量發展快車、全面升級發展引擎、在貢獻國家中成
就香港新輝煌。
香港產業要轉型升級、多元化，出路就在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國家「十四五」規劃港澳專章，一字千金，為香港把握「十
四五」發展機遇指明方向，現在，香港要凝神聚力、重新出發，
齊心聚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要把與內地合作共同打造創新科
技新動力作為核心工作重點突破，要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中，促進香港產業的多元化發展，更需勇擔使命、
發揮優勢，在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上大展宏圖，再創香港新輝煌。
香港中大、浸大、科大等院校在大灣區辦學，港大醫院在深
圳發展，香港與中山聯合發展生物科技等，都是香港融入大灣
區發展的成功例子。目前國家已有眾多支持港青大灣區工作創
業政策、粵港合作港深合作等多平台支撐，香港要盡快實現疫
情「清零」、加快大灣區合作、擁抱大灣區機遇。
當前，香港各界需要凝神聚力、全力支持國家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的決定，全力配合特區政府建立符合香港實際的、有香港
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在選委會、立法會等多場選舉中確
保「愛港者」當選，珍惜國家為香港構建的良好管治環境，在
服務國家戰略中展現港人智慧才華、確保「愛國者治港」原則
得到貫徹落實，讓東方之珠再度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