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胡若璋）特區完善選舉制度條例
草案中新增了基層團體、同鄉團體、內地港人團體及全國性團體
等選委，各相關團體代表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條例草
案優化和調整界別分組，意味着日後的選舉將更具代表性；吸納
了新的社會階層和團體進入，新香港人和基層都獲得了相應席
位，將為促進社會團結、化解社會矛盾開了一個好局。
選委會新增港、九、新界三大基層社團共60席，團體之一、

九龍社團聯會會長王惠貞表示，選委會涵蓋全港性的基層社團，
反映特區政府對基層聲音的重視。選委會1,500名成員不僅擁有
商界、專業人士，更包括了社會基層人士，由他們投票選出40
名立法會議員，能令議會成員更有代表性，同時更具分量和素
質。

為促進社會團結化解矛盾開好局
選委會還新增24個港區省級同鄉社團共有60席，香港廣東社

團總會永遠榮譽主席梁亮勝表示，將大量愛國愛港骨幹力量納入
選委會和立法會，優化了香港的政治生態；重塑了香港行政和立
法之間的關係，行政主導重新確立，對改善香港管治影響深遠；
吸納了新的社會階層和團體進入，新香港人和基層都獲得了相應
席位，將為促進社會團結、化解社會矛盾開了一個好局。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表示，條例草案涵蓋香港社

會各界意見，體現廣泛均衡參與，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和實際情
況，提升了香港民主的品質，有利於社會政治保持穩定，聚焦發
展經濟民生。
香港海南社團總會永遠名譽會長張學修表示，香港是多元社

會，需平衡各界利益，新增的界別、議會組成，更能說明香港社
會現狀，涵蓋了基層、專業人士、商界等社會各階層，團體覆蓋
比例廣，有更高的認受性，讓不同界別的人士持有平等發聲機
會，更具代表性。
全國僑聯副主席盧文端表示，全國僑聯與全國婦聯、青聯等五

大全國性團體，在選委會共同擁有110席選委，能夠確保提名和
選舉的立法會議員，都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同時又具備良
好的議政能力和參政素質。只有確保立法會的正常運作，才能改
善香港的政治生態，令特區政府更好發展經濟。
作為內地港人團體代表的「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廣東」表

示，有機會成為選舉委員會團體成員，感謝中央及特區政府對我
們的信任和肯定，商會非常開心及榮幸能參與投票選出一位有能
力且愛國的人士擔任香港行政長官，讓香港社會能保持繁榮穩
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今日上午舉行首
次會議。根據會議安排，在今日
首次會議後，委員會將於下周一
至周六繼續開會。除了星期三開
會兩小時外，下星期一、二、

五、六將會開會4小時，星期四
更會舉行兩節合共 6小時的會
議。
立法會早前完成首讀及二讀

《2021 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涉及修訂8
條主體法例及24條附屬法例。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昨日正式通
過將早前成立的《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
區選舉制度》小組委員會過渡
成為法案委員會，接替進行條
例草案審議工作，首次會議今
日舉行，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制度》小組委員會主席廖長
江主持。
立法會秘書處昨日去信法案委

員會各成員，表示委員會將於下
周一至周六繼續開會，而法案委
員會預計需要編排更多會議，秘
書處會在適當時候將會議日期告
知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思言）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日
前表示，除了訂立香港國安法及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兩項重要舉措
外，相信中央會繼續推動香港多
方面的發展，包括在社會及學校
推動國民教育，確保教師不會宣
揚反中亂港的東西荼毒青少年，
及加強培育愛國人才，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他預計，特區
政府的行政架構都會出現變化，
以強化中央對特區政府的領導，
及特區高層對整個行政架構的領
導。
劉兆佳日前接受香港中華出入
口商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黃
定光訪問時表示，香港存在深層
次的問題和矛盾，比如產業結構
單一化、社會貧富懸殊、青少年
上流機會不足、土地問題等，中
央出手不單是做一件事，而是想
徹底扭轉香港政治、社會及經濟
三方面的局面，令香港有持續發

展的環境，包括一個讓「一國兩
制」繼續發展的環境。
他指出，從中央角度來看，
「一國兩制」依然是一個重大、
明智，且對國家和香港有利的政
策，而中央的部署是要令「一國
兩制」能夠行穩致遠。
劉兆佳直言，香港回歸祖國

前，英國壓抑香港的愛國者，更集
中培訓公務員及反對派來協助抵禦
中央政府，令香港缺乏政治人才；
回歸後，香港處於動盪不安的情
況，政治鬥爭不斷，反對派就通過
選舉在體制內挑起鬥爭。

估計中央日後加重培訓人才
他估計中央日後會加重推動人

才培訓，甚至會主動鼓勵某些人參
與政府管治。他相信，中央會建立
一套人才發展的制度，包括訂立發
展的階梯和途徑，以吸引更多人從
政，而人才不單是本地人才，有可
能是中央的人才，由兩者組成新的

人才庫，並促進兩地的資源互相配
合，去推動政策改革。
被問及香港如何在粵港澳大灣

區的發展下得到更多機遇，劉兆
佳認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
國際金融中心，資金能夠自由進
出，這是內地沒有任何一個城市
能夠取代。香港可借國際網絡較

強的優勢在大灣區擔任龍頭角
色，並相信中央會強化開放政
策，讓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政策
中。
他對香港青年的發展機會並不

悲觀，但認為特區政府需要做更
多工作令青年認識內地，及協助
內地發展的港人得到支援。

劉兆佳料港府行政架構變 強化中央領導

●劉兆佳日前接受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立法會議員黃定光訪
問。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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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選制減爭拗 助港融國家大局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港澳辦在《求是》發表文章

中央港澳

工作領導小

組辦公室，

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機關

刊物《求是》雜誌發表題為《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 落實「愛國者治港」

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

的文章。文章表示，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制度體系的必然要求，是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具體體現。

香港選舉制度經過此次修改完善

後，將有效減少政治爭拗和對抗的

干擾，讓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集中

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致力於

破解香港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

將有力推動香港自覺對接國家發展

大局，讓香港打造新動能，開拓新

空間，提升自身競爭力，為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重要貢獻。

（全文刊A13版）

文章表示，全國人大今年3月通過關於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決定，3月

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及附件二，這是繼去年制定實施香港國
安法之後依法治港的又一重大舉措，在
「一國兩制」實踐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
義。
文中指出，2019年香港發生的「修例風
波」，實質上是一場港版「顏色革命」，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
果斷決策，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
組，並接連推出系列重大舉措，包括於去
年訂立的香港國安法，就立法會議員資格
問題作出決定。中央還堅定支持香港特區
政府依法追究黎智英、戴耀廷、黃之鋒等
反中亂港骨幹分子的犯罪行為，在教育、
傳媒等領域推進撥亂反正工作。在上述重
大舉措綜合作用之下，香港局勢迎來由亂
及治的重大轉折，香港的發展逐步走上正
軌。

港選制存在先天不足

「但必須清醒地看到，香港社會政治生
態仍然十分複雜，反中亂港勢力與愛國愛
港力量爭奪香港管治權的鬥爭仍然十分激
烈。」文中指出，香港選舉制度存在一些
先天不足。隨着形勢的發展，香港選舉制
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愈益凸顯，一是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長期處於不確定狀
態，每隔四五年有關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
就成為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必須面對的政
治議題，為反中亂港勢力打着民主的幌
子，以盡快實行「雙普選」為口號，不斷
蠱惑民意、煽動對抗留下了空間，成為香
港政局動盪的催化劑。
二是有關產生辦法為反中亂港勢力通過選

舉進入特區的政權機關和其他治理架構提供
了可乘之機，也難以有效阻止外部勢力通過
多種方式深度干預和滲透香港事務，進而從
事危害我國家安全的活動。
同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是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的具體體現。文章表示，
「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
有之義和核心要義。在「一國兩制」下，
中央政府不派人直接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日常管理，香港特區享有高度自治
權，包括行政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要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得
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管治者必須是堅定
的愛國者。
文章強調，香港選舉制度經過此次修改完

善後，修補了原有選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
築牢了維護選舉安全的籬笆，為確保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
從而更有效維護國家安全，提供了堅實的制
度保障，有利於更好地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

強化行政主導實在惠民
文章表示，實行新的選舉制度，將反中

亂港分子排除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架
構，並在立法會形成穩定支持行政長官和
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力量，將有效減少政治
爭拗和對抗的干擾，強化行政主導，讓特
區政府和社會各界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致力於破解香港長期存在的深層
次問題，實實在在地增進廣大市民利益福
祉。
文章表示，新的選舉制度將大大削弱反

中亂港勢力的破壞勢能，將有力推動香港
自覺對接國家發展大局，將自身所長與國
家所需、國家所長和自身所需結合起來，
緊緊抓住國家發展戰略帶來的歷史性機
遇，打造新動能，開拓新空間，提升自身
競爭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重
要貢獻。
文章強調，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絕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
政治制度，而應當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
況、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地位、有利於
社會均衡參與、有利於香港資本主義發展和
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民主制度。事實將
證明，這樣的制度才是香港社會所需要的制
度。

●人大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資料圖片

●駱惠寧出席香港各界「撐全國人大決定完善選舉制度」連線遞交聯署簽名成果儀式。圖為
逾238萬人簽名支持香港完善選制。 資料圖片

●「香港各界撐
全國人大決定完
善選舉制度連
線」早前在多區
設街站，收集市
民支持人大決定
的簽名。

資料圖片

去年 6月 3 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中央
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
長韓正在中南海會見
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有關主要官員，認
真聽取了特區政府對港區國安法問題
的意見。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員、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趙克
志，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參加會見。
此次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首次亮

相。此前，2003年，中央組建了「中央
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作為港澳工作的
議事協調機構。韓正於2018年起任中
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去年6月首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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