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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體演文出選委將更具廣泛代表性
兩制』的體現。」

張建宗：保治理權在愛國愛港者中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在香港海員工會
紀錄片首映禮暨圖文集發布會上致辭時表
示，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新修訂的基本
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
制度踏出極之重要的一步，確保香港特區
的治理權牢牢掌握在真正及有能力的愛國
愛港者手中。中央主動從國家層面完善香
港的選舉制度，用心良苦，目的是讓香港
重回「一國兩制」的初心和正軌，讓「一
國兩制」的實踐行穩致遠，香港再創輝
煌，踏上康莊大道。
他強調，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之本。香港

沒有政治安全，就無法達至長期繁榮和穩
定。只有做到「愛國者治港」，各種深層次
問題和矛盾才能得到有效解決，香港才能真
正實現長治久安。
張建宗表示，新的選舉制度其中一個重點
是增強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代表性，擴大
香港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尤其是基層
組織，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
他強調，特區政府正密鑼緊鼓地籌備本地
立法工作。如果得到行政會議的同意，條例
草案將可以在周三（14 日），在立法會特
別加開的會議上進行首讀。到時希望得到立
法會議員的全力支持，令條例草案能在 5 月 ●林鄭月娥在國泰航空 2019 年 ●張建宗在香港海員工會紀
底之前通過，譜寫香港特區的政治發展的新 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獎典禮 錄片首映禮暨圖文集發
章。
上致辭。
布會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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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國泰航空 2019 年度香港傑出運動員選舉頒
獎典禮上致辭時表示，在完善之後的選舉制
度，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繼續會是選舉委
員會及立法會的組成界別，而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的 30 位委員將更具有廣泛代表性和
與業界有緊密聯繫。她感謝大家對完善特區
選舉制度的支持，並期望與大家攜手推動本
港的體、演、文、出的發展。
林鄭月娥還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上月通
過了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完善
特區的選舉制度，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打下重要的基礎。這與全港市民，包括體育
界都息息相關，「事實上，香港運動員以中
國香港名義參加國際比賽，本身就是『一國

梁君彥：周六起逐條審議完善選制
未來議會仍有不同光譜人士 若覺得爭取提名屈辱不應參選
涉及修改本港選舉制度的《2021 年完善選舉

4



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將於周三（14
日）提交立法會首讀。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
表示，在草案完成首讀後，立法會早前就完善

選舉制度設立的小組委員會將轉為法案委員會，隨即於周六開會，並透
露已預留至少數十小時會議時間逐條審議條例，相信議員有足夠時間詳
細審議。他強調，未來立法會仍會有不同光譜的人士，並直言如有人覺
得爭取數票提名是屈辱的話，就應考慮不要參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梁君彥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中央
今次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就是因為

看到香港的民主已經出軌，等於將火車拉
回軌道，如果火車出了軌，只會車毀人
亡，永遠達不到目標。

取兩票提名非困難要求
對有人聲稱是次完善選舉制度是「削弱
議會民意代表性」，是所謂的「民主倒
退」，梁君彥回應道，第五屆立法會起已
開始出現亂象，至第六屆情況更甚，「鐘
擺去到最盡，任何嘢都要返番嚟中間。」
當時的「民主」，令議會「乜都做唔
到」，「為咗一條唔係太可怕、無乜事嘅
條例，倒屎倒尿。」
他強調，非愛國愛港者不能入閘，相信
是世界標準，是次完善選舉制度並非要排擠
任何人，只是要求參選者愛國愛港，而只要
有心參選立法會，要在選委會五個界別各取
至少兩票提名，並非十分困難的要求，相信

日後一定有不同光譜人士進入立法會。

選委會具足夠代表性
梁君彥直言，身為議員需要面對不同聲
音，包括公眾批評和謾罵，如有人覺得爭
取數票提名是屈辱的話，應考慮不要參
選，並相信反對派中也有愛國者，只是過
去數年被激進反對派「佔領山頭」。
立法會在完善選舉制度後將增至 90 席，
包括新增 40 席選委會議席。梁君彥認為，
選委會有不同專業及階層人士，具足夠代
表性，加上選出來的議員將會是愛國愛港
人士，除配合政府施政外，同時會負責監
督和制衡政府，希望大家在與政府互動
下，理性地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

建制派開會同樣火花四射
被問到如何評價目前建制派的議政質
素，梁君彥表示，建制派非常努力，只是
由於過去泛民拉布、搞破壞，有些建制派

●梁君彥指未來立法會仍會有不同光譜的人士，並直言如有人覺得爭取數票提名是屈辱的話，就應考慮不要參選。圖為立法會行政長官
答問會。
資料圖片
希望減少發言，盡快通過法例，以致市民
未必了解他們的言行。事實上，建制派與
政府開會時同樣火花四射，並「非橡皮圖
章」，並指過往議會是「熱廚房」，相信
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後，可吸引更多有心有
力的專業人士加入議會以至政府。
立法會於上月通過修訂《議事規則》，

引入「停賽」機制，主席可暫停行為極不檢
點議員的職務。梁君彥解釋，設「停賽」機
制的做法是參照英國等其他議會，如議員被
逐離場時願意自行離場，則不會觸及「停
賽」機制，但若被逐離場後不願離場，需要
保安抬走，則屬行為極不檢點。
梁君彥說，今屆立法會任期延長 3 個月

至明年 1 月，有空間處理民生議題，不過
由於民生議題眾多，加上須處理完善選舉
制度相關的修例，他已和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達成共識，立法會將於暑假繼續開會，
又預計日後立法會將維持每 4 年一屆，但
會改為在1月上任。

張炳良：
「港式民主」已易軌 年輕人應擺脫心障
他續說，「一國兩制」受到前所未
見的考驗，由於內部的體制束縛及利
益分化，香港始終拿不出意志，去進
行必須的社會政策和經濟結構改革，
於是不進則退，往日光芒慢慢消失。
政治、經濟和社會民生格局多重受
困，而「一國兩制」存在必然張力，
再加上兩地逐步融合帶來的陣痛，於
是滋長民怨、和近年在新世代中蔓延
的分離意識。
張炳良表示，過去幾年，香港經歷
重大政治激盪，「一國兩制」受到前
所未見的考驗。他說，由 2003 年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失敗，到政改多次
失敗、以至前年「黑暴」事件，從中

央角度看，是罔顧法紀、衝擊政權、
挑戰國家的動亂，也就是極端抗爭搞
手時刻掛在嘴邊的「攬炒」。
他續說，近年美國視中國為敵、
「圍中遏華」，攬炒派卻押注於美
國，使香港陷入國際地緣政治角力的
漩渦之中，先蒙其害，國際形象盡受
破壞，「如此突變，令人無限唏
噓」。

港進
「二次過渡」
新時期
張炳良認為，中央先後通過香港國安
法及整頓特區政制，以確保「全面管治
權」及「愛國者治港」，既針對過去兩
年紛亂、突出「國家安全」主旋律，也

全面調整「一國兩制」的具體操作，進
入「二次過渡」的新時期。
他分析，中央「下重藥」整頓香港
特區政制，政治生態必定出現變化，
現時尚未可知香港能否「亂後大
治」，但肯定的是「港式民主」經已
易軌，過去各方面的努力不少白費，
認為無論泛民或建制黨派，皆要深思
何去何從，公民社會也須反思定位，
如何發揮作用。
張炳良表示，往後香港的發展必然是
立足國家發展的大軌道，並寄語年輕人
應擺脫種種心障，不要聽消沉或虛妄的
話，悲情只會助長無望、弄假成真，惟
有腳踏實地投入，才可做好香港。

局長多場解說會推廣完善選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區政府多位局長昨日繼續向各界解說
是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他們向業界
解釋相關背景、基本原則和主要內
容，爭取業界支持，並希望未來業界
配合政府相關工作。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在政府總部
舉行了 4 場解說會，就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繼續與教育界同工交流，包括教
資會主席及大學校長，以及教育相關
●楊潤雄昨在政府總部舉行解說會，就 的政府諮詢組織、辦學團體及自資專
完善選舉制度與教育界交流。 fb圖片 上教育界別的代表。

他表示，特區完善本地選舉法律的工
作，是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修訂後的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能
夠擴大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並實
踐「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準確貫徹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方針，並深信這有助保持香港
繁榮安定，促進社會各界，包括教育界
的持續發展，並呼籲大家支持。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與超過
20 個同鄉組織的代表舉行 6 場會面，
向他們解說是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並回答他們的提問。
他表示，經調整的選舉委員會具有
廣泛代表性，其組成體現了香港社會
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符合香港整體
利益，令香港的民主選舉制度邁步向
前。他並強調，完善選舉制度有利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並期望與會者支持有關
修訂，並配合政府的相關工作。
與會者普遍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以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

●梁振英發帖指，美法英德民眾都希望對政治制度採取重
大行動。
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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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日前在 facebook 發帖指，美國民調機構
皮尤研究中心日前發布 2020 年底美國、法國、
英國和德國民眾對本國政治制度看法的抽樣調查
結果，發現美、法過半民眾都希望對政治制度採
取重大行動，證明世上沒有標準的政治制度，更
沒有標準的選舉制度，每個地方的政治和選舉制
度都要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
梁振英在帖文表示，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
心（Pew Research Center） 發布在 2020 年底進
行對美國、法國、英國和德國四個國家的民眾進
行抽樣調查的結果，了解民眾對本國政治制度的
看法，並提供了 4 個選項，包括「徹底改革」
「重大改變」「小幅改變」或「不需要改變」。
結果顯示，在美國和法國希望改變的人群中，
超過半數希望採取重大行動，兩國都有接近20%
的人認為要「徹底改革」，47%認為要「重大改
變」；英國有33%的人認為需要「重大改變」，
14%認為要「徹底改革」；德國認為要「重大改
變」者亦佔35%（見圖）。
梁振英據此表示，世上沒有標準的政治制度，
更沒有標準的選舉制度，每個地方的政治和選舉
制度都要符合當地的實際情況，「正當西方國家
對香港的政治和選舉制度指手畫腳的同時，請看
看他們自己的民眾怎樣看待他們的政治制度。」

引民調證世上沒有標準政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香
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
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昨日
表示，「港式民主」經已易軌，中央
「下重藥」整頓特區政制下，香港進
入「二次過渡」新時期。他強調，往
後香港的發展必然是立足國家發展的
大軌道，呼籲年輕人應擺脫種種心
障，惟有腳踏實地投入，才可做好香
港。
張炳良在香港電台節目《香港家
書》中表示，2019 年的香港走了樣，
變成一個但求政治正確、撕裂分化、
競相民粹、可以用正義去合理化暴力
和破壞、失去兼容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