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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2017年行政長官及年行政長官及2016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標誌着香港政制發展標誌着香港政制發展「「五步曲五步曲」」邁出第一步邁出第一步。。圖為梁振英圖為梁振英、、林鄭月娥林鄭月娥、、袁國強袁國強、、譚志源及劉江華舉行記者會時手持報告合影譚志源及劉江華舉行記者會時手持報告合影。。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根據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的解
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
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必須依法
完成「五步曲」的程序：

第一步：由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
報告，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產生辦法是否
需要進行修改；

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否可就產生
辦法進行修改；

第三步：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可就產生辦
法進行修改，則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
生辦法的議案，並經全體立法會議員三分之二
多數通過；

第四步：行政長官同意經立法會通過的議案；
第五步：行政長官將有關法案

報全國人大常委會，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或備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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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
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7年行政長官及
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
告》。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有關負責人已接收了香港特區政府有關官員
呈交的該報告。
新華社昨日報道，根據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附件二第三條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
釋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行政長官須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確
定。2013年12月4日至2014年5月3日，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開展了為期5個月的公眾諮
詢，在歸納總結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行政
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報告，全國人大
常委會將依法作出有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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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會普遍殷切期望於香港社會普遍殷切期望於

20172017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基本法社會大眾普遍認同在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
釋及決定的基礎上釋及決定的基礎上，，理性務理性務
實討論實討論，，凝聚共識凝聚共識，，落實普落實普
選行政長官選行政長官。。

■■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於社會大眾普遍認同於20172017
年成功落實普選年成功落實普選行行政長官政長官
對香港未來施政對香港未來施政、、經濟和經濟和
社會民生社會民生，，以至保持香港以至保持香港
的發展及長期繁榮穩定的發展及長期繁榮穩定，，
有正面作用有正面作用。。

■■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社會大眾普遍認同行政長官
人選須人選須「「愛國愛港愛國愛港」。」。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向區行政長官向

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常委

會提交關於香會提交關於香

港特別行政區港特別行政區

20172017年行政長年行政長

官及官及20162016年立年立

法會產生辦法法會產生辦法

是否需要修改是否需要修改

的報告的報告

■■製表製表：：香港香港

文匯報記者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治祖

提名權
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主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4545條已明條已明
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確規定提名權只授予提名委員
會會，，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名
權權，，其提名權不可被直接或間接其提名權不可被直接或間接
地削弱或繞過地削弱或繞過。。

提委會組成及人數
較多意見認同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目較多意見認同提名委員會應參照目
前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前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即由即由
四大界別等比例組成四大界別等比例組成；；不少意見認不少意見認
為提名委員會可按比例適量增加議為提名委員會可按比例適量增加議
席席；；不少意見認為提名委員會的人不少意見認為提名委員會的人
數應維持在目前選舉委員會的委員數應維持在目前選舉委員會的委員
數目數目，，即即11,,200200 人人，，如需增加也不如需增加也不
應超過應超過11,,600600人人。。

民主程序
有意見認為可分為兩個階有意見認為可分為兩個階
段段，，先經由一定數目提名先經由一定數目提名
委員會委員推薦參選人委員會委員推薦參選人，，
再由提名委員會從參選人再由提名委員會從參選人
當中提名若干名候選人當中提名若干名候選人。。
不少意見認為參選人須至不少意見認為參選人須至
少獲得一定比例提名委員少獲得一定比例提名委員
會委員的支持才可正式成會委員的支持才可正式成
為候選人為候選人。。一些意一些意見見則認則認
為應維持現行選舉委員會為應維持現行選舉委員會
的八分之一提名門檻的八分之一提名門檻。。有有
建議在提名委員會之外引建議在提名委員會之外引
入入「「公民提名公民提名」、「」、「政黨政黨
提名提名」」等建議等建議。。

特首候選人數目
一類意見提出為了確保選舉的莊嚴性及能一類意見提出為了確保選舉的莊嚴性及能
夠讓選民對候選人的政綱和理念有充分認夠讓選民對候選人的政綱和理念有充分認
識識，，有需要設定數目有需要設定數目，，另一類意見則認為另一類意見則認為
毋須就候選人數目設限毋須就候選人數目設限。。

普選特首方式
有相對較多意見認為應舉行兩輪投票有相對較多意見認為應舉行兩輪投票，，以以
增加當選人的認受性增加當選人的認受性，，有部分意見認為應有部分意見認為應
只舉行一輪投票只舉行一輪投票，，以簡單多數制選出行政以簡單多數制選出行政
長官當選人長官當選人。。

2016年立法會選舉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由於成功落實社會大眾普遍認同由於成功落實20172017年普年普
選特首乃普選立法會目標的先決條件選特首乃普選立法會目標的先決條件，，目前目前
應集中精力處理好普選行政長官的辦法應集中精力處理好普選行政長官的辦法。。

梁振英昨日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第六十八
條及附件一、附件二和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解釋》，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約4頁的報
告，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呈交政改諮詢專責小組
同日公布的《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公眾諮詢報告》及全部附錄，全面、如實
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反映特區政府在諮詢期內收
集到的意見。

社會殷盼普選 特首須愛國愛港
梁振英在報告指出，提出對政改諮詢報告的10
個方面的觀察和總結（見表）。他指出，香港社
會普遍殷切期望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認為落
實普選行政長官，對香港的施政、經濟和社會民
生，以至保持香港的發展及長期繁榮穩定有正面
作用；普遍認同要在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基礎上落實；行政長
官人選必須「愛國愛港」。

提委會擁唯一提名權 不可削弱
在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面，梁振英指出，主

流意見認同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已明確規定提名
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擁有實質提
名權，其提名權不可被直接或間接地削弱或繞
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名程序這關鍵議
題方面，雖然在諮詢期內已有法律專業團體和
其他社會人士指出『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
的規定，但有不少香港市民在諮詢期結束後仍
然認為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程序應包括『公民
提名』這元素在內。」
至於提委會組成、人數和特首候選人數目，報

告都羅列了不同意見，未有確切建議。
報告的結論是，2017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需
要修改，以實現普選目標，而2016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則毋須對基本法附件二作修改。
梁振英在聯同政改諮詢專責小組會見傳媒時形
容，昨日是香港政制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天，「今
後，只要大家願意求同存異，理性、務實地共同
完成剩餘的工作，香港的民主發展就可以跨出一

大步：兩年後，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每個人都
可以自己直接『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這將
會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次。」
他坦言，對落實普選行政長官的一些重要議

題，香港社會仍然存在不少分歧，但廣大市民都
有共同的訴求，都希望盡早落實「一人一票」普
選行政長官，而這也是中央及特區政府的願望，
「我亦衷心希望市民明白，我們既要考慮不同的
訴求，亦要按照法治精神依法辦事：我們必須符
合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解釋
及決定，才可以落實普選。」

望理性務實 共跨出歷史一大步
梁振英表示，今後的程序是緊湊的，他向全國

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是邁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的第一步，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在8月下旬作
出決定，特區政府要準備好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的具體方案，預計在今年年底再展開公眾諮詢。
梁振英強調，政改問題爭議極大，要落實行

政長官普選，還需要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大多數
議員通過，也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他不
會低估難度，但深信香港人是理性和務實的，
特區政府將繼續以最大的決心和誠意，與立法
會議員及社會各界齊心一意，做好收窄香港內
部分歧、尋求共識的協調工作，務求香港的政
制發展可以在多方共識下，及時向前跨出歷史
性的一大步，達致基本法訂立的普選目標；務
求兩年後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全港500萬合資格
選民可以參加投票的普選，而不是1,200名選舉
委員的選舉。

普選啟
特首向人大交報告 主流民意：依法如期落實普選

首步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向全國人

大常委會提交啟動香港政改的報告，正式開啟政改「首步曲」。梁

振英在報告中指出，香港社會普遍認同在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的相關解釋及決定的基礎上，於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及特首人選

須「愛國愛港」，因此，2017年特首產生辦法有需要修改，但因市

民普遍認為特首普選是立會普選的先決條件，故毋須為2016年立法

會選舉對基本法附件二作修改。他強調，昨日是香港政制發展史上

重要的一天，預計人大常委會將於下月作出決定，特區政府最快於

年底就具體方案作諮詢。港人應求同存異，理性務實地共同完成剩

餘工作，務求兩年後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可

以參加投票的普選，而不是1,200名選舉委員的選舉。

（尚有相關新聞刊A2、A4、A5、A6及A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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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改「五步曲」
■梁振英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希望港人求同存異，理性、務實共同落實特首普選，香港的民主發展
就可跨出歷史性一大步。圖為眾多記者踴躍舉手提問。 曾慶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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