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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港澳人代 違聲明即除名
須擁護憲法基本法 效忠國家和特區 禁接受外國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報道）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將於本年底舉行換屆選

舉。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昨日舉行的第

二次全體會議，聽取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草案和澳門

特別行政區選舉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

草案的說明。草案規定參選人須聲明擁護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另不得接受外國資助。主

席團在選舉日之前，對違反登記表所聲明內

容的參選人，經過審查核實，可以決定不將

其列入候選人名單或者從候選人名單中除

名。倘有人在當選後違反聲明，經審查後會

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確認當選無效。

草案規定摘要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及基本法

■擁護「一國兩制」方針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或澳門特別行政區

■不得接受外國資助

■違反聲明的參選人會被除名

■在當選後違反聲明，經審查後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確認當選無效

港區人代：新規定理所當然

政協婦節休會 姊妹忙不停
�� ��$

昨 日 為 政 協 會 議 休 息
日，亦是三八婦女節，出
席兩會的女委員個個都是
獨當一面的企業家、女強
人，各位姊妹均「閒不
住」，充分把握這一天的
「假期」，各自處理公司
及社會事務。

看地產項目 遙控論壇
朱李月華笑言：「本來是

要飛回香港的，但剛好有客
人在北京，就一同前往張家
口看一個地產項目，即日來
回。據聞個個委員都好忙，

但委員及姊妹的動向，就不
方便開名透露啦。
身兼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

的王惠貞，在北京遠程遙控
該會將於3月12日舉辦的特
首選舉論壇。問她如何慶祝
節日。她笑說：「準備去游
吓水，充吓電，就回房工作
啦，論壇好多準備工作要
做。」
江胡葆琳也度過了忙碌的

一天。她透露，她中午參加
了和統會香港總會座談會，
作為黃埔後代的聯絡人：
「每年來京都會去看望在京
的黃埔後代，大家都會聚在
一起，互相交流。」
正大製藥集團總裁鄭翔玲

則表示，她到北京公司主持
會議，處理公司事務，晚上
會去參加陝西省政協在京舉
辦的活動。
陳婉嫻指出，印象中，自

己每年三八婦女節都是在工
作中度過，而很多年都是在
北京，與北京的婦女姐妹一
起度過。她透露，自己提前
一天（3月7日）應中華全國
婦女聯合會邀請，出席了該
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中外
婦女招待會，與各國婦女共
聚一堂，歡慶佳節。
葉順興等委員則請假返港

處理公務，今日會返京繼續
會議。

■記者 鄭群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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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近

年來發生
不少有關

漁農食品的安全問題。當中包括2006年的
孔雀石綠事件、2016年的瘦肉精豬隻供港事
宜，近年也時聞有關農作物濫用抗生素等問
題。相關事件雖然較零星，不過食安隱患卻
連帶其他國家的食安事件，一同衝擊整個食
品及相關行業的發展。其實，國家各省各地

不乏各種優質農產品，故建議國家在現時有
機認證、綠色認證、無公害認證等的基礎
上，強化農產品食品安全認證的工作，加強
相關支援，讓綠色食品行業可以提升品質，
打造優質品牌，把握國家「一帶一路」的機
遇，銷往世界各地。就此，民建聯提出以下
建議：
第一，鑑於現時內地包括農產品在內的食

品，普遍予人較次一等、廉價且不安全的印

象。民建聯建議政府可與國內外的學術機
構、權威認證組織及漁農科研單位進行合
作，擬訂出廣受國際認可的標準化認證模
式，予優質農戶申請有關認證，並向國際加
以推廣有關認證，徹底改變國內農產品予國
際社會的印象，同時協助國內農戶向其他國
家及地區推廣更多中、高檔次農產品，打入
國際市場。
第二，「一帶一路」曾提出拓展相互投資

領域，開展農林牧漁業、農機及農產品生產
加工等領域深度合作。在此，不少業界人士
均深表期待，並期望國家能建立合適平台，

協助農戶認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
的狀況及銷售環境，並為農戶將產品銷往外
地一事提供法律、渠道及借貸層面上的支
援，讓農戶能盡快把握「一帶一路」的機
遇，將產品銷往世界各地。
第三，各省、各地區均不乏具有特色的農

產品及其歷史傳統，當中包括黑龍江每年4
月份才有的「開江魚」、蘭州百合，以及內
蒙牛隻及其副產品等。上述產品並不亞於國
外部分知名農產品，故建議國家協助各省、
各地區的特色農產品建立品牌及推廣，包括
協助當地農戶以機械化形式生產、取得國際

認可的安全認證，以及以高效的宣傳方式推
廣，讓這些產品得以有效推向「一帶一路」
沿線各國，甚至世界各地。
第四，鑑於「一國兩制」的大原則，港澳

特區並未能直接或間接得到國家在農業上的
相關支援。
由於港澳地區的漁農業正處於重要的轉型

時期，為了推動業界的持續發展，建議國家
聯同特區政府，協助業界參與「一帶一路」
有關農林牧漁業等方面的相關合作及建設，
讓港澳地區的業界可共同參與國家的重要發
展策略。

「帶路」拓優質農產品銷路

現任36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任期將於明年3月屆
滿，換屆選舉將於今年底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江在工作報告中強調，要認真做好人大代表
選舉工作，要確保換屆工作正確方向，確保選舉工作弊
絕風清；其中特別提到，要組織好香港特區、澳門特區
選舉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依法加強代表資格審查工
作。」
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
秘書長王晨作了關於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
題的決定草案的說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十三屆
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草案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十三屆
全國人大代表的辦法草案的說明。
王晨指出，按照選舉法的規定，香港特區、澳門特區

應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和代表產生辦法，由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另行規定。為此，在本屆全國人大任期屆滿
前，需制定香港、澳門選舉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辦
法。2016年7月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工委
會同中央有關部門共同研究起草了兩個選舉辦法草案。

體現「適當完善」原則
王晨續說，他們在深圳、珠海分別召開了座談會，徵

詢了香港特區和澳門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
的意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對兩個
選舉辦法草案進行了審議，並決定提請本次會議審議。
他介紹，是次議定的選舉辦法將體現「基本不變，適

當完善」的原則，包括會根據新情況和實際需要，完善
關於候選人條件、參選人不得接受外國資助、終止代表
資格等程序的辦法內容。
王晨說，全國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

人員，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必須擁護憲法、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全國人大代表，同時還必須擁護基本法和效忠特別行
政區。
因此，草案的具體內容包括：參選人須在登記表上
聲明，要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法、擁護
「一國兩制」方針，並要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
或澳門特別行政區。主席團在選舉日之前，對違反登
記表所聲明內容的參選人，經過審查核實，可以決定
不將其列入候選人名單或者從候選人名單中除名。倘
有人在當選後違反聲明，經審查後會由全國人大常委
會確認當選無效。
王晨又介紹，為防止外國勢力干涉香港、澳門的全
國人大代表選舉，切實維護國家安全，草案還對關於
參選人不得接受外國資助作出規定。如草案規定，參
選人填寫參選人登記表，應當聲明未直接或者間接接
受外國機構、組織、個人提供的與選舉有關的任何形
式的資助。如果發現參選人存在接受外國資助的情
況，由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核實，全國人大常委會確
定代表當選無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 兩會
報道）港澳特區全國人大代表產生辦
法修訂草案，要求參選人在登記表上
聲明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基本
法、擁護「一國兩制」方針，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及
不得接受外國資助。各港區全國人大
代表分析，新規定與香港立法會選舉
有一致性，是理所當然、適當的做
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團長、基本法

委員會委員譚惠珠昨表示，中央要求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參選人擁護國家憲
法和基本法，是「老早已有」的，只
是過去未有寫入參選聲明中，並非針

對部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國籍問
題，「你知道香港發生什麼問題，對
吧？所以在這情況下，人大代表都應
該作出這些聲明，跟國籍是完全沒有
關係。」

葉國謙：與立會選舉一致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

葉國謙認為，這做法與香港立法會選
舉有一致性，而對人大代表選舉參選
人來說，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參選
人須聲明不可接受外國資助，他則指
即使在香港選舉，接受外國資助也是
有問題的，有關規定是合理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聯會理事長

吳秋北說，中央要求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參選人要聲明，擁護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及聲明沒有接受外國資助，是
理所當然、適當的做法。同時，人代
不能接受外國資助的理由是很明顯
的，「如果你看其他國家的一些選
舉，都是很強調不能夠有外國的政治
捐獻，這是正常的做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王庭聰十分認同

今年選舉辦法草案，因為全國人代代
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身
為港區的人代，代表香港市民參與國
家政治事務，「代表自己的地方當然
要擁護自己的法律規定，擁護和遵守
基本法、『一國兩制』、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區政府，是必須
的，否則枉為人民的代表。」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

合會理事長蔡毅也認同，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參選人要聲明，擁護基本法、
「一國兩制」等內容，又相信這和香
港立法會早前的宣誓事件有關，今次
中央的決定也顯示對公職人員的一致
要求。
另外，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港澳研

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亦指，要求港區全
國人大代表參選人要聲明，擁護香港
基本法、「一國兩制」等，反映了中
央對公職人員應有政治標準的要求需
要統一。

全國兩會舉行期間，
港人對特首選舉的興
趣，似乎高於對國家大

事的關注。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商會副
會長、香港九龍社團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昨日在
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舉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甚至「一帶一路」發展戰略，都將為港人帶來
很多新機遇、新出路，故港人應當主動關注國
家的大政方針，更多了解國家發展大方向，才
能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為自己找到新的出
路。
身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王惠貞在訪問中坦

言，很慶幸自己有機會較港人更早、更多地認
識及了解國家，從而投入內地的改革開放，並
因此成就了自己的事業，「港人尤其是年輕人
及老百姓，一定要多些了解自己的國家及民
族，這絕對不是一種空談。」

把握大方向 覓發展方向
她續說：「只有當你真正了解自己的國家，
熱愛及關注她的發展，你才會知道她正在發生
什麼變化、正在推什麼好的政策，經濟民生向
什麼方向發展。當然你還要自己去分析，並從
中去尋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樣你才會有機
會。」
王惠貞指出，香港無論是政界或工商界中

人，現在都會主動去了解內地的政策，但香港
的年輕人及普通市民，似乎「代入感」不強，
令她覺得非常可惜。特區政府應加大力度推廣
國家的政策及發展大方向，讓年輕人及普通老
百姓有更多的了解，從而參與國家發展，找到
自身發展的方向。

冀做好扶貧 助港青就業創業
她提出了3項建議，一是要重點做好貧困青

年的扶貧工作，幫助他們就業創業，希望由香
港延伸至內地，包括成立互動機制，由中央部
委牽頭，建立香港與中央、省市地方的合作機
制 ，幫助香港青年到內地就業創業。對此她
已提交詳細的提案。
二是特區政府要加強「一帶一路」的政策宣

傳。王惠貞指出，香港普通百姓對何謂「一帶一路」都是
只知其名，未真正意識到這是一個宏大的戰略國策，更不
知道它將對個人事業的發展會帶來什麼影響。加強有關的
宣傳，讓港人真正認真了解到自己在「一帶一路」的角色
和作用，將對香港年輕人在學校選科以至未來從事的行業
及前景，帶來指導性及前瞻性的幫助。
三是「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她認為這是非常及時的，
特別是港珠澳大橋明年通車，將大大提升香港與前海、橫
琴的區域合作、強項互補，特區政府應提供相關的稅務政
策扶持。
王惠貞最後強調，有需要大力弘揚中華文化和中國精
神，讓更多人了解中國近代史、長征精神。她舉孔子學院
為例：學院在外國辦得非常成功，很多外國人透過孔子學
院學中文，了解中國文化。當全世界都在了解中國，身為
中國香港的年輕人更應該提升自己對國家的認識，有助加
深民族凝聚力、認同感、自豪感，「相信你從中會自然找
到自己事業的方向。」 ■記者 鄭群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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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晨表示王晨表示，，全國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全國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
關的組成人員關的組成人員，，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代表人民行使國家權力。。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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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人代昨出席會議港區人代昨出席會議。。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