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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優質政綱為民謀福 與市民共同推動良政善治
立法會換屆選舉進入激烈競爭階段。觀察提名期至

推動民生，展現良政善治新局，積極爭取市民信任，就

今 的 競 選 過 程 ， 多 元 包 容 、 理 性 議 政 是 今 次 立 法會選

是在新選制下脫穎而出的勝選之道。各候選人更須牢記

舉的一大特色，各候選人不論在街頭或在選舉論壇，都

參選初心，發揮愛國者才華才能，切實提升議政水平，

傾力向選民宣傳政綱，介紹治港理念，比拚個人實績，

以建設香港為民謀福政綱，吸引更多市民參與這場具

成為未來高質量立法會辯論的縮影，引發市民對良政善

有標誌意義、史無前例的香港特色民主選舉，共同創

治的熱切期待。新選舉制度帶來新選舉文化，能以民主

造歷史。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不同界別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候選人，近日密
鑼緊鼓開展競選拉票活動，既積極開設街站，
又頻密參與大大小小的選舉論壇，香港社會的
立法會選舉競選氣氛越來越濃烈，引起社會各
界廣泛關注和期待。

論政專業理性體現新選制優勢
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日前完成審查所有立
法會換屆選舉候選人的提名，不同政治背景、
不同社會界別階層人士齊齊「入閘」，不僅確
保「入閘」者不持分裂立場，反中亂港者不再
入局，參選人將可專心競選，而且候選人背景
符合均衡參與及廣泛代表性，體現中央「愛國
者治港」不搞「清一色」的要求，充分彰顯新
選制下的立法會選舉保持多元包容的民主特
性。把握機會參與今次立法會選舉的候選

人，立志成為代議士、推動民生民主更好發
展，可以透過良性競爭的多元競選平台，展現
愛國者的才華才能。這對有意從政人士而言，
都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歷練，必須好好珍惜，在
競選中積極作為。
在愛國者的共同利益立場下，各候選人論
政更專業理性，熱誠抱負更強烈，發揮了新
選舉制度多元包容的制度優勢。從提名期的
熱身階段，到現在各候選人埋身比拚政綱的
激烈階段，可以看到選舉期間出現大大小小的
思想碰撞，整個選舉過程湧現大量新思維、新
建議，治港理念推陳出新，辯論質量高，觀點
火花四濺，候選人專注於政綱誰更好、治港
理念誰更能代表市民利益，鬥破壞、鬥抹黑
的手段不再復見。在街頭的競選單張，羅列
候選人傾聽民意、精心撰寫的政綱，滿載候

選人沉甸甸的治港熱誠，是一張張如何推動
香港更好發展的答卷，這種充滿正能量的競
選風氣，反映了社會由亂及治的積極訊號，
市民樂於見到。

推動香港發展是選舉重要課題
在良政善治新時代，選民已經厭倦立法會多
年來的「拉布」阻撓和議會暴力，渴求政治新
風。完善選舉制度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發展。如
何推動香港發展，是選好今次立法會選舉的最
重要課題。把立法會選舉過程變成治港理念大
熔爐的喜人現象，是未來高質量立法辯論的縮
影，可以觸發市民渴望立法會回歸專業理性、
香港返回發展正軌的熱切期望。候選人適應新
選舉文化，以惠民生貼地氣的優質政綱，展現
以民主推動民生、解決實際問題初心，積極爭

王惠貞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
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
日 將 於 12 月 19 日 舉
行。提名期已於本月 12
日結束，共有 154 人報名參選競逐 90
個議席。身兼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的政
務司司長李家超日前公布候選人審查結
果，當中 153 人「入閘」，1 人被取消
資格。在中央標本兼治、推動香港由亂
及治、落實「愛國者治港」背景下舉行
的首次立法會選舉，資審會充分發揮把
關者角色，審查公平公開公正，同時對
不同政治光譜盡量包容，體現了在「愛
國者治港」的前提下，選舉制度均衡參
與、多元包容、廣泛認同的特色，有利
香港構建優質民主。選委、社會各界、
廣大選民應盡職盡責，認真審視、評估
各候選人的政綱、才能，為香港選出有
心有力有擔當的民意代表，促進香港實
現良政善治。

候選人審查工作依法進行
今次是資審會首次在立法會選舉中進
行審查和把關。資審會作為新選制下的
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負責審查把關重
任，絕不是「無牙老虎」。根據《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資審會負責審查
並確認選委會、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

候選人的資格。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候選
人的基本要求和條件。為使相關的法定
要求和條件更加明確，香港法例第1章
《釋義及通則條例》加入了相關內容，
並詳列多項正面清單及負面清單行為，
有關條文已於今年 5 月 21 日刊憲生
效。上述清單提供了明確的指引，資審
會以上述清單作為基礎，綜合考慮每宗
個案的事實、證據和情況之後，作出決
定。這說明資審會的審查和把關有堅實
法律依據，是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
國者治港」的必要舉措。
此次審查結果顯示，資審會的審查公
平公開公正，一切依法辦事，依事實辦
事，依證據辦事。例如有人因受僱於政
府部門，不符合立法會選舉規章而被
DQ，就是最好例證，有力證明資審會的
角色不僅僅審閱資料，而且主動調查、
審查參選人的言行，反映資審會把關工
作認真負責，不是「走過場」。

強力證明選舉不搞
「清一色」
中央和特區政府一再強調，新選制下
的立法會選舉不搞「一言堂」、「清一
色」。此次立法會選舉共有154人報名
參選，當中153人獲資審會裁定有效，

僅 1 人無效，且被 DQ 者是技術原因，
顯示資審會進行的資格審查，更多是依
照法例法規，而非政治審查。
更要看到的是，成功「入閘」的候選
人政治光譜廣闊，體現了新選制既有清
晰的政治底線，亦對不同政治力量盡量
包容。正如李家超司長指出，合資格的
候選人有不同政治光譜，亦來自不同背
景階層，達至均衡參與及廣泛代表性的
原則，顯示資格審查工作並非要搞「清
一色」，也令反對完善選舉制度的抹黑
不攻自破。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早前閉幕，通過
了歷史決議，當中提到黨中央作出健全
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
使全面管治權、完善特別行政區與憲法
和基本法實施相關制度機制的重大決
策，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
轉折。搞好包括立法會選舉在內的三場
選舉，構建穩固的落實「愛國者治港」
管治團隊，是實現香港良政善治的重要
一環。選委、選民要在接下來的時間，
充分了解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的政綱、能
力，用好手中神聖的一票，選出用心用
情為民辦實事、辦好事的議員，讓更多
有識有能之士貢獻才智服務香港、造福
市民。

「外交抵制」
冬奧會不得人心

蕭 平

百年輝煌：中共百年建立了哪些歷史功績？

立會選舉把關嚴格多元包容

鐘安平

抵制奧運會損害運動員利益
其實，這不是美國政客首次就冬奧會
議題向中國發難。今年五月，美國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以中國「侵犯人權」為
由，呼籲美國對 2022 年北京冬奧會進
行外交抵制；七月，美國前副總統彭斯
提出，拜登應以冬奧會為條件要挾中
國，以讓中國無條件答應美國引領的新
冠病毒溯源調查，如若中國不答應，則
要求國際奧委會取消北京舉辦奧運會的
資格；十月，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
爾科·盧比奧、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

員會成員克里斯·史密斯二人聯名向國
際奧委會致函，要求延期舉辦北京冬奧
會，並呼籲禁止中國隊參賽。
「抵制奧運會」具有強烈的政治對抗
意味。歷史上，美國曾以前蘇聯1979年
入侵阿富汗為由，對 1980 年莫斯科奧
運會發起全面抵制，不僅沒有派遣官
員，連運動員也沒有參加奧運會。1984
年，前蘇聯還擊美國，也全面抵制洛杉
磯奧運會。兩國相互抵制奧運會，被視
為冷戰時期美蘇對抗的一個縮影。
抵制奧運會無益於解決任何國際問
題，只會加劇意識形態對抗，最終損害
的還是運動員的利益。對運動員來說，
無法如期參加奧運會，會使多年辛苦訓
練的成果不能得到體現，錯失奪得奧運
獎牌的機會，為其運動生涯帶來難以彌
補的遺憾。
當下，美國反覆炒作「抵制冬奧會」
的話題，更像是一齣「自說自話」的獨
角戲，實際上中方迄今並未公開邀請美
方官員參加冬奧會。美國所謂的「抵
制」也只是一種對中國施壓、進行試探
的手段。國際奧委會副主席于再清指
出，所謂的抵制基本上屬於胡說八道，
放兩句狠話的有，真抵制的沒有。
雖然是「放狠話」，但美國也未曾像
對 1980 年莫斯科奧運會一樣發起「全
面抵制」，而是限定「外交抵制」北京
冬奧會，以避免與中國產生激烈對抗。
這倒是與此前拜登表達「不打新冷戰」

的態度相吻合，但是否「言由心生」，
還得看美方的具體行動。

百年決議，首先回顧百年歷程。這一百年中國共產黨幹了哪些
事？建立了哪些功績？
對此，決議開篇就作了高度概括：「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
以來，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
初心使命，始終堅持共產主義理想和社會主義信念，團結帶領全國
各族人民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
不懈奮鬥，已經走過一百年光輝歷程。」這就是說，一百年間中國
共產黨幹了兩件大事，先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
國；再就是開展社會主義建設，追求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
百年歷史大致有四個分期。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即從建黨到建
國的28年，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實現了從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
主的偉大飛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
起來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即從建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
的30年，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獨立的比
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開始建設一個新世界。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即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前的
30多年，實行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實現了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
的跨越，從站起來走向富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即十八
大以後這段時間，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
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取
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
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建國後的三個分期都在進行社會主義建
設，但又有各自的階段性特徵，初心不改，一以貫之。
縱觀中國近代史，因為有了共產黨，才結束了積貧積弱、一盤
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慘局面，中華民族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中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百
年輝煌的真實寫照。如決議所說，「黨和人民百年奮鬥，書寫了
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決議從五個方面點明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歷史意義：改變了
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開闢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
路，展示了馬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鍛
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從人類發展的視角看，中國共
產黨探索出來的現代化道路極具國際意義。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
在追求現代化，但路徑不完全相同。中國共產黨從中國國情出
發，闖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
了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
期穩定兩大奇跡，這是對人類文明的巨大貢獻。
（六中全會決議學與思之二，本文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
香港版》評論版面。)

奧委會認可冬奧會籌辦工作
面對美國的「小動作」，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最近回應，北京 2022 年
冬奧會和冬殘奧會是世界各國冬奧運動
員的舞台，他們才是真正的主角。將體
育運動政治化有違奧林匹克精神，損害
的是各國運動員的利益。
縱觀國際社會，「抵制冬奧會」的聲
音並非主流。國際奧委會對北京冬奧會
的籌辦工作高度認可，俄羅斯總統普京
據稱已受邀參加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十
月底在意大利羅馬召開的 G20 峰會會議
宣言表示：「我們期待北京 2022 年冬
奧會和冬殘奧會。這是來自世界各國的
運動員競技的重要機會，也是人類韌性
的象徵」。該宣言投票時獲得了18比2
的壓倒性勝利，2 張反對票來自美國和
加拿大，可見美國想要抵制北京冬奧會
的企圖不得人心。
現在距離北京 2022 年冬奧會開幕已
不足百日，相關籌備工作已進入倒計時
衝刺階段。冬奧會競賽場館及奧運村早
已完工，國際測試賽賽程過半，測試工
作進展順利。北京 2022 年冬奧會第一
版《防疫手冊》已發布，經測試賽證明
防疫舉措科學有效。中國人一向熱情好
客，相信會為世界帶來一場安全而精彩
的體育盛會。

港青深耕社區 力爭選民認同

近日，美國總統拜登稱，正在考慮外
交 抵 制 北 京 冬 奧 會。 所 謂「 外 交 抵
制」，即拜登本人與美國政府代表團將
不參加明年 2 月北京冬奧會的開幕式，
但允許美國運動員來中國參加比賽。雖
然中美元首剛剛舉行過視像會議，外界
認為兩國關係有所緩和，但拜登「翻臉
比翻書還快」，顯示外界對中美關係改
善的期待過於樂觀。
此前，美國媒體在中美兩國元首會晤
前吹風，預測習近平將邀請拜登出席北
京冬奧會。但會後兩國官方發布的通稿
顯示，雙方似乎沒有在會晤中提及冬奧
會相關事宜。美國的算盤落空，少了一
個向中國討價還價的機會。會後，拜登
以所謂的「中國新疆人權」等問題為
由，主動提起考慮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會。

取市民信任，就是在新選制下脫穎而出的勝選
之道。
所有愛國愛港候選人包括符合愛國者條件的
不同政治光譜參選人士，都要保有為市民服務
的競選信念，緊扣發展宗旨，用心用情為民辦
實事好事。一方面，要深入體察民情，透過宣
傳物品和選舉論壇與選民積極互動，把新選制
下推動社會良政善治的正能量，在社會傳揚開
去，拉動支持共同推動政策落地；另一方面，
要時刻把是否有利於促進香港繁榮穩定、有利
於社會政治保持穩定牢記心中，從不同界別、
不同階層採納民意，優化政綱，凝聚香港社會
最大共識。期待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切實提升
議政能力和水平，推動社會各界齊心協力聚焦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共同實現香港市民所期
待的良政善治。

鄭景銓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菁英會政治研究會副主任
此次立法會選舉，「青壯派」幾乎佔據了「半壁江山」。參加
功能界別競逐的報名人選中超過一半均在所屬政團、行業協會或
企業擔任主要領導職務。今天一大批扎根基層、久久為功的「青
壯派」開始走到台前，他們的從政經歷將給更多有志青年提供寶
貴經驗和啟示。
一是扎根基層，從政黨社區前線做起。各主要政黨長期深耕社
區，擁有較為完備的梯隊培養體系，也有大量社區工作的職位和
培養年輕人的組織動力。此次選舉眾多候選人都是在二十歲出頭
的年紀從社區工作做起、經過多年鍛煉並在區議會選戰中嶄露頭
角。
二是敢於發聲，利用新媒體累積知名度。他們或是開辦了個人
YouTube 頻道，對時事熱點進行跟蹤評論；或是敢於在各大公共
媒體平台與反對派「正面對壘」，在國際場合為社會正義大膽發
聲。
三是求專求精，打造行業界別鮮明特色。青年人想要在所在行
業中脫穎而出，首先要通過日常的工作磨練過硬的專業本領；其
次，也要始終秉持關心關注社會事務的初心，善於運用專業視角
為香港和國家未來建言獻策。
青年人比以往都更需努力拚搏，以「埋頭苦幹」鍛煉出的真本
事，必能換來相信「能者居之」的選民認同。今次立法會換屆選
擧及先前舉行的選委會選舉僅僅是香港政治有序升級的開端，相
信在更多有識、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必能迎來良政善治
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