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督印：香港文匯報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4樓電話：28738288 傳真：28730657 採訪部：28738260 傳真：28731451 發行中心：28739889 廣告部：28739888 傳真：28730009 承印：三友印務有限公司地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2-3樓

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
代表等界

（5個界別分組）

註︰
當然委員，毋須經選舉

產生︰362席

由指定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

提名產生︰156席

由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選民或

個人選民選出︰982席

立法會組成立法會組成
立法會︰共90人

選委會組成

選舉委員會
1,500人

第一界別︰
工商、金融界

第二界別：
專業界

第三界別：
基層、勞工、
宗教等界

第四界別：
立法會議員、
地區組織代表
等界

第五界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
國政協委員、有關全國性
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

300人 300人

300人

300人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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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金融界
（18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工業（一） 17

工業（二） 17

紡織及製衣 17

商界（一） 17

商界（二） 17

商界（三） 17

金融 17

金融服務 17

保險 17

地產及建造 17

航運交通 17

進出口 17

旅遊 17

酒店 16

飲食 16

批發及零售 17

香港僱主聯合會 15

中小企業 15

選委會界別
分組及席位分配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科技創新 30

工程 30

建築測量都市 30
規劃及園境

會計 30

法律 30

教育 30

體育演藝文化 30
及出版

醫療衞生 30

中醫 30

社會福利 30

專業界
（10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漁農 60

勞工 60

基層社團 60

同鄉社團 60

宗教 60

基層、勞工、
宗教等界

（5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立法會議員 90

鄉議局 27

港九分區委員會、 76
滅罪會、防火會
委員代表

「新界」分區委員會、 80
滅罪會、防火會
委員代表

內地港人團體代表 27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
全國政協委員、有關全國
性團體香港成員代表界

（2個界別分組）

界別分組 所佔席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 190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有關全國性團體 110
香港成員的代表

選委會統掌新選制選委會統掌新選制 立法會敲定立法會敲定四三二四三二
修訂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 全國人大常委會全票通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昨日上午
主持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
次會議閉幕會。在會議完成有關表決
事項後，栗戰書作了講話。
栗戰書指出，本次常委會會議全票

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新修
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常委會
組成人員一致認為，十三屆全國人大
四次會議閉幕不久，全國人大常委會
迅速行動，專門召開會議，行使全國
人大授予的相關立法職權，修改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通過「決定+修
法」，圓滿完成了黨中央交付的重大

政治任務和重大立法任務，彰顯了包
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
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堅定決心和
共同意志。

確保港長治久安繁榮穩定
栗戰書說，常委會組成人員一致

認為，完善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制度，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
員會進行重新建構並增加賦權，調
整和優化選舉委員會的規模、組成
和產生辦法，繼續由選舉委員會選
舉產生行政長官，並賦予選舉委員
會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
和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會議員候
選人的新職能，建立健全有關候選
人資格審查制度機制等，形成了一
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實際情況的

民主選舉制度。這些憲制性制度安
排，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
「兩制」差異、維護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
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這一根本原則，具
有堅實的政治基礎、法治基礎和民
意基礎，對於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維護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
不動搖和「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不走樣、不變形，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和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特區要及時修改本地法律
栗戰書指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和行政長官落實全
國人大有關決定和修訂後的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附件二，都提出了明確的
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要依法及時修
改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有關法律，抓
緊落實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的有關事宜，依法組織、規管相
關選舉活動。有關方面要加強宣傳
闡釋工作，講清講透完善香港特別
行政區選舉制度的重要性、必要
性、合法性，為法律實施營造良好
政治和輿論環境。
栗戰書強調，隨着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完善和實施，隨着「愛國
者治港」原則的有效貫徹，中央對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將得到有
效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將
顯著提高，香港各種深層次問題將得
到有效解決，香港將實現長治久安，
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
貢獻。

栗戰書：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根本原則

選委會選舉議員︰40人
●須在五大界別獲得總共10名至20名選委提名，每
個界別2名至4名選委

●每一選票須投40人才有效，最高票的40名候選人
當選

分區直接選舉議員︰20人
●設10個選區，每區選舉產生2名議員

●須獲得選區100名至200名選民提名，及選委會每個界別2名至4名選委提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第七十五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於2021年3
月30日修訂通過，現將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予以公布，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
2021年3月30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第七十六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於
2021年3月30日修訂通過，現將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
辦法和表決程序》予以公布，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
2021年3月30日

習近平簽主席令公布經修訂兩附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七次會議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會議經表決，

全票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新修訂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

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國家主席習近平分

別簽署第七十五號、第七十六號主席令予以公布。栗戰書

委員長主持閉幕會。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昨日主持十三屆全國人
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閉幕會並講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修訂後的基本
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香港特區政府將設立候選人資
格審查委員會（資審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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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審委根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
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
定，不得提起訴訟。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記者會上透露，資審委將由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擔
任，因為他們屬於香港管治團隊，有管治經驗，並
本身已獲中央任命和信任。

先由警方國安處審查各候選人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修訂，資審委負責審查並

確認選委會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及立法會議員
候選人的資格。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根據
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維護國家安全部門的審查情
況，就有關候選人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
香港特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
上述法定要求和條件者向資審委出具審查意見書。
對資審委根據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審

查意見書作出的候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
訴訟。
林鄭月娥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都設立資審委，是為了確
保參選而有機會進入政治體制的人都是愛國者，而
這是整套完善選舉制度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所以資
審委某程度上是一個把關的角色，在本地法律上亦
有所根據。
她透露，初步而言，資審委的成員不會很多，並會

全部由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擔任，而有關委任並非終身
制。由於每一位官員都是由行政長官提名和中央委任，
對中央而言有充分信任，並屬於香港管治團隊，有管治
經驗，故由他們出任資審委成員是合適的。

對資審委審查意見不得提訴訟
林鄭月娥表示，資審委會審查每一名參選人，對

於有疑問的參選人會轉給香港國安委，再透過警方
國安處進行審查，並將結果交由香港國安委，就其
是否符合擁護基本法、效忠中國香港特區的法定要
求和條件作出判斷，並就不符合法定要求和條件者
向資審委出具審查意見書，再由資審委決定是否按
香港國安委意見書取消其參選資格。
對資審委根據香港國安委的審查意見書作出的選

委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
選人資格確認的決定，不得提起訴訟，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國安法中規定香港國安委的工作信息不予
公開，而有關決定亦不受司法覆核，故該運作模式
是按香港國安法設計的。

資
審
委
由
特
區
政
府
主
要
官
員
組
成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昨日全票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新修訂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

序》（附件一附件二全文另刊A10版）。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簽署第七十五號、第七

十六號主席令予以公布。經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明確，選委會由5個界

別、1,500人組成，負責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及負責選舉行政長

官候任人、選舉委員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立法會議員每屆90人，其中選委會選舉40

人、功能團體選舉30人、分區直接選舉20人。新修訂的辦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

自今日（31日）起實施，原附件一、原附件二及有關修正案不再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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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經修訂後，選委會各界別分組涵蓋面
更廣、更均衡，並將同時在特首選舉、立法會選舉方面擔

負更重要的角色。在修例風波後被攬炒派把持的十八區區議會則
去政治化，回復其地區諮詢組織的角色，不再在選委會及立法會
擁有席位。

選委會1500人 5界別各300人
根據新修訂的附件一規定，選委會由工商、金融界，專業
界，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立法會議員、地區組織代表等
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
香港成員的代表界等5個界別共1,500名委員組成，每個界別各
300人。選委會每屆任期為5年。
附件一明確選委會的產生辦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基本法委員會香港委員、立法會議員、大學校長或學校董
事會或校務委員會主席，及工程界、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
教育界、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社會福利界等界別分組的法定機構、
諮詢組織及相關團體負責人，是相應界別分組的選委會委員。
宗教界的選委會委員由提名產生。科技創新界、會計界、法
律界、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中醫界等界別分組的部分選委
會委員由指定機構或團體提名產生，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界別
分組的選委會委員由各內地港人團體提名產生。其他選委會委
員由相應界別的合資格團體選民選出，指定界別的選委會委員
可由個人選民選出。選委會委員的具體產生辦法，由香港特區
以選舉法規定。
選委會設召集人制度，負責必要時召集選委會會議，辦理有關
事宜。總召集人由擔任國家領導職務的選委會委員擔任，總召集
人在選委會每個界別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立法會方面，新修訂的附件二列明，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每屆
90人。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三種
方式分別產生40人、30人、20人。
選委會選舉的議員候選人須獲得不少於10名、不多於20名的選
委會委員提名，且每個界別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2名、不多於4
名。任何合資格選民均可被提名為候選人。

立會直選設10選區 每區2名額
功能團體選舉設28個界別，除了勞工界選舉產生3名議員，其
他界別各選舉產生1名議員。候選人須獲得所在界別不少於10
個、不多於20個選民和選委會每個界別不少於2名、不多於4名委
員的提名。
分區直接選區設立10個選區，每個選區產生2名議員。候選人
須獲得所在選區不少於100個、不多於200個選民和選委會每個界
別不少於2名、不多於4名委員的提名。
在香港立法會對法案和議案的表決方面，特區政府提出的法
案，如獲出席會議的全體議員的過半數票，即為通過。立法會議
員個人提出的議案、法案和對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則須分別經選
委會選舉產生的議員，以及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議員兩部分出席會議議員各過半數通過。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昨日全票
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央視截圖

●紅磡海底隧道口張貼「完善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廣告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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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936 今日出紙6疊23大張 港售10元

2021年3月
星
期
三31 間有陽光 局部驟雨

氣溫25-29℃ 濕度65-95%

辛丑年二月十九 廿三清明

功能團體選舉議員︰30人
●新增商界（第三）、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
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取消區議會（第一）、區議會（第二）

●醫學界及衞生服務界合併為醫療衞生界

●資訊科技界改為科技創新界

●鄉議局、工程、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
會計、法律、教育、醫療衞生、社會福利、
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
香港成員的代表等9個界別由個人選民選舉產
生，其餘19個界別由合資格團體選民產生

●須在五大界別獲得總共10名至20名選委提
名，每個界別2名至4名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