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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疫苗接種計劃已實施多月，惟參與人數未如理想，
工商界普遍希望鼓勵更多市民接種疫苗，早日築起保護屏
障，盡快達至群體免疫率水平，讓香港經濟活動全面重啟、
恢復活力。

國家「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不過要對接國
家發展需要，前提是必須盡快恢復兩地人員免隔離檢疫往
來，而提高本地疫苗接種率更是當中的關鍵。

香港中華總商會十分支持特區政府的疫苗接種計劃，亦積極推動會員企業
鼓勵僱員接種疫苗。有見於市民仍對接種疫苗可能帶來的副作用存在擔憂，
一定程度影響了本港的疫苗接種率，中總近期亦舉辦多場講座，邀請專業人
士為會員及工商界深入講解各種疫苗特點和接種常見問題，以釋疑慮。事實
上，目前未有證據顯示接種疫苗增加接種者的死亡風險。參考多個已展開大
規模疫苗接種的國家，即使面對變種病毒流行，疫情亦會隨着疫苗覆蓋率增
加而得到改善。

早前，我們亦向部分中總會員企業了解其在推動僱員接種疫苗的情況。他
們普遍已採取或正計劃採取措施鼓勵僱員接種疫苗，包括為接種疫苗的僱員
提供「疫苗假期」，部分公司會讓僱員於辦公時間到接種中心接種疫苗，亦
有公司設立疫苗接種獎金。至於有建議工商界為已接種疫苗的市民提供獎賞
或優惠，例如餐飲優惠券、購物折扣等，從事飲食、消費和服務性行業的會
員普遍反應正面。

中總認為，本港疫苗接種比率偏低，必須給予更多誘因，鼓勵市民接種。我
們建議，特區政府、工商和社會各界亦可攜手配合，因應香港情況，從多方面
推動疫苗接種。當局可考慮擴大為企業提供外展接種服務的覆蓋範圍，例如向
員工數目有一定人數的中型企業或機構提供服務。特區政府亦可探討把接種疫
苗和將要發放的消費券掛鈎，已接種疫苗者可獲加碼獎賞；各餐飲零售、消閒
娛樂設施亦可提供不同優惠予已接種疫苗市民。

我們亦期望特區政府盡快制定香港與內地「商務氣泡」，讓已接種疫苗的
商務人士往返內地無須隔離檢疫。此外，當局應加強公眾宣傳及教育工作，
特別是提供疫苗副作用的情況，以及紓緩副作用的應對方法。

總括而言，接種疫苗不僅是為了個人保護，也是為了經濟社會能早日恢
復正常運作。特區政府除考慮提供誘因，也要呼籲市民積極履行公民責
任，同心抗疫，為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重拾動力、為盡快對接國家發展做
好準備。

完善選舉制度 求安定謀發展
立法會完成審議並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可謂不負眾望。條例草案

旨在按照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修改選

舉委員會、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以及

就相關事宜訂定條文。有關方案為全面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了明確的制度保障，為

長遠繁榮穩定打下良好基礎。經民聯呼籲香港社

會各界同心同德，致力重塑政通人和的管治生

態，匯聚愛國愛港的賢能之士，集中精力拚發

展、惠民生，讓「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盧偉國 博士 立法會議員(工程界)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主席

全國人大在今年3 月11 日作出關於完善香
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並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
改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全國人大常委會在3
月30日全票通過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
為進一步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制定具體方案，回
應了香港社會經歷大亂之後「求安定、謀發
展」的主流民意，從國家層面為填補香港選舉
漏洞、維護國家安全、終結香港政治亂象提供
不可挑戰的法律依據。

構建香港新選舉制度關鍵步驟
新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也是構建符合

香港實際情況、具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
制度的關鍵步驟，對於「一國兩制」實踐具有
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議案通過重構及賦權選
舉委員會，令選舉更加體現廣泛代表性和均衡

參與。選委會的規模擴大至1,500人，並增至

五大界別，引入基層和全國性團體等代表，令
選委會更能夠維護香港整體利益。同時，立法
會議席增加至90席，並按選委會40席、功能界
別30席、地區直選20席的方式組成，涵蓋了社
會上更多界別、更多階層的代表，有助擴大政治
參與和代表性。在立法會內，選委會界別保持較
大的比例，有利於行政和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
亦互相配合，有利於真正落實行政主導。經民聯
認為，有關方案為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
原則提供了明確的制度保障，撥亂反正，讓香港
社會盡快走出「政治泥沼」，重回發展正軌，為
長遠繁榮穩定打下良好基礎，相信本港大多數市
民都會歡迎和支持。

匯聚愛國愛港賢能之士建設香港
是次修訂表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社會各界，包

括對特區政府、立法會以及廣大市民的信任和支
持，這種信任和支持是本港落實「愛國者治
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最佳保障。

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亦反映出在立法會回復
正常議事狀態之後，行政與立法機關出現了良
性的互動。鑒於本港要在12個月內完成本地立
法工作及舉行3場重要選舉，時間顯得非常緊
迫。立法會早前接納了行政長官的建議，在內
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先討論《決
定》和新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當特區政
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之後，小組委員會就
立刻轉成法案委員會。兩個階段的委員會合共
舉行了17次會議，進行了47小時的討論，可謂
「開足馬力」審議法案。由於條例草案建議修
訂8項主體法例及24項附屬法例，涵蓋許多不
同範疇，法案委員會採用了新的方法，按照條
例草案涉及的十多個範疇將條文分類，並研究
每個類別涵蓋的條文。這方法不但有助提升審
議效率，也適用於日後審議其他複雜的法案。
條例草案的審議過程又是集思廣益的過程，基
於法案委員會的審議成果，當局動議了多項修
正案，令條例草案更臻完善。

條例草案的內容實質上關乎香港的三場重要選
舉，也廣泛涉及本地各行各業和地區上的眾多持
份者。如今，條例草案已通過，特區政府應通過
不同的渠道，包括利用大眾傳播媒介和社交媒
體，以及聯同工商專業組織和地區組織，詳細解
釋和說明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和實際影響，亦必
須深入細緻地處理好地方選區劃界和各項選民登
記等工作，未來的三場重要選舉才可以按部就
班、有條不紊地進行，達至條例草案要取得的最
佳效果，充分體現「愛國者治港」。

完善選舉制度，並穩妥落實上述三場選舉，
讓香港可以結束無休止的政治爭拗，走出過去
的政治泥沼。經民聯呼籲香港社會各界同心同
德，致力重塑政通人和的管治生態，匯聚愛國
愛港的賢能之士，集中精力拚發展、惠民生，
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讓社會長治久
安，市民安居樂業，亦讓「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香港這顆東方之珠將會在國際上繼續發出
耀目的光彩。

立法會27日以40票贊成、2票反對，三讀通過完善選
舉制度條例草案，標誌着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本地
立法完成。特區政府未來一年內三場重要選舉正式進入
倒計時。近月特區政府做了大量工作，通過不同途徑、
不同方式詳細解說新版「具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不
斷提升香港市民信心。完善選舉制度，將「內地港人」
作為重要一員納入到特區管治架構，筆者作為其中一員
感受尤深。這將充分激發內地港人參與建設香港的熱
情，並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做更多工作。相信隨着
香港國安法落實及完善選舉制度後，加上疫情平穩，香
港將重回正軌再出發。

從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重心選舉委員會的構成來看，
在第四界別增設「內地港人團體代表」27個席位，完全
符合香港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這一基本趨勢。5月
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目前超過37
萬港人居於內地，相等於香港總體人口約5％，相當部分
港人長居內地五年以上，主要以商務、工作、就學為目
的。選委增設「內地港人團體代表」，為在內地投資、
讀書、創業、就業的港人開闢了一條參與特區管治和發
聲的路徑，增加了內地港人貢獻國家、回報香港的機
會。內地港人具有了解香港和國家的優勢，在內地投
資、學習、創業就業的這些年，對國家了解更全面，對
國家的感情也更加深厚。他們是港人的優秀代表之一，

「內地港人團體代表」能參政議政，能助
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回顧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港人投資內
地作出貢獻的同時，也成就了不少千萬富翁、億萬富
翁。香港製造業生產線遷移至內地後，香港也順勢從製
造業中心，迅速轉型至以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等服務
業為主的國際大都會。

在新時代，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仍可以為國家發
展改革作出獨特貢獻。香港法律、仲裁、知識產權保護
等專業服務等香港之長，正是國家之需。隨着「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香港將繼續為國家的
發展作出貢獻，也必將從國家的發展中收穫更多。

希望香港選舉制度完善後，在愛國愛港者的治理下，
全港能盡快重回正軌，在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下，更好
參與大灣區建設，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另一方
面，香港很多人才在內地發展得不錯，相信香港未來的
環境會越來越好，許多人亦願意回港貢獻力量。未來在
內地港人中，可以產生更多治港人才。

在內地的港人要參與投票選舉，不少人因為疫情、工
作或者其他原因，未必能夠及時趕到香港投票。因此，
特區政府可考慮創新投票方式，如郵寄投票，甚至考慮
在內地設投票點等，方便更多在內地的愛國愛港人士參
政議政，確保未來三場選舉順利進行。

新選制助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邱偉銘 博士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 福建省僑商聯合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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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武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

立法會三讀通過新選舉制度，標誌着中央
的重大決策即將在香港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落
地。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既是「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最新創新性成果，更是對
「一國兩制」高度負責任的歷史性選擇，為「一國兩制」事
業的發展奠定了穩固的政治和法治基礎。

完善選舉制度有利於全面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嚴格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治理香港。應該說，香港國安法的落地實施和完善選舉制度是對香港
社會撥亂反正，令香港社會由亂及治的治本良藥。「良藥苦口利於病」，隨
着這兩劑治本良藥的醞釀發酵，其對香港社會穩定的有利影響將愈加發揮，
香港市民的支持程度也會愈加牢固。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也責無旁
貸和有義務主動推動憲法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等一系列利港良策的宣傳教
育，切實做到深入人心。

完善選舉制度從政治的高度，以法律的形式確保了「愛國愛港者治港，
反中亂港者出局」，並且從競爭機制上對於治港者的要求更加嚴格、規範
和高要求。在新制度下，能夠最有效地選拔出一批賢能愛國者，也能夠最
有效地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實現香港管治的高效率運轉。在新
制度下，反中亂港分子無所遁形，徹底杜絕了各種「妖魔鬼怪」利用政治
的舞台、濫用納稅人的金錢，以及利用市民的信任實現他們自己的「群魔
亂舞」。

完善選舉制度是高度負責任的歷史性選擇。鄧小平以偉人的智慧，提出了
香港回歸「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確立對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變」，
「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完善選舉制度正是對香港政策的
承諾，是對國家、對「一國兩制」事業、對香港高度負責任的歷史性選擇。

可以預見，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特區政府將把重點轉移到民生經濟上來，
社會各界將共同為掌握國家「十四五」規劃機遇、支持青年人參與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和改善香港經濟民生等創造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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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鋒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秘書長 就是敢言執行主席
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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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三讀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
訂）條例草案》，揭開香港新一頁。今次修例旨在為全
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及二，以本地立法方
式落實。修例內容包括將選舉委員會人數，由1,200人增
至1,500人，分為5大界別，立法會議席就由70席增至
90席，當中40席由選委會選出、30席來自功能組別，20
席由地區直選產生。新選舉制度之下同時設立資格審查
委員會，審查參選人資格。

為「愛國者治港」提供制度保障
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表示支持《條例草案》，認為完善

選舉制度能確保落實「愛國者治港」和香港的政治安
全，有助在三方面提升香港民主質量，包括劃清底線、
擴大代表性和堵塞漏洞，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令
日後的議會能更高效率地運作。有議員指中國面對「新
八國聯軍」「圍剿」，本港有必要完善選舉制度，避免
為國家添煩添亂。

特區政府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對本地法律作出369
項修訂，一手抓抗疫，一手抓選舉制度本地立法，同時
還要籌劃未來一年三場大型選舉，任務之艱巨，責任之
重大，不言而喻。而各方面工作有條不紊地推進，充分
體現了以行政長官為首的特區政府管治班子，勇於作
為，敢於擔當。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對基本法兩個附件的修訂案，標
誌着從國家層面修改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工
作已經完成。儘管中央為香港的未來指引了大方向，各
項細節的具體落實仍要靠香港自己做好。早前有《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現在
就有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這些法例的精神一脈相
承，就是要確保「愛國者治港」，把亂港者趕出局。

長期以來，兩大制度性難題一直困擾着香港社會，一
個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遲遲未立，導致香港特區在
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處於「不設防」的狀態；另一個是香

港政制發展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導致香
港社會爭拗不斷、撕裂加劇。隨着香港國
安法的制定實施，隨着新的選舉制度在香
港落地執行，這兩大制度性難題將得到有效解決，關乎
香港政治穩定和政權安全的隱患和風險將得以消除，香
港有望從長期的政治爭拗和對立對抗中解脫出來，齊心
協力抓民生，聚精會神謀發展。香港的前景必將更加美
好，香港市民的生活必將更加幸福。

齊心開啟良政善治新局面
昨日立法會會議上，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指

出，過去的選舉制度讓反中亂港者有機可乘，中央此次
出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正是堵塞漏洞、愛護香港的做
法，是在制度上撥亂反正，令「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

國家安全是國之大計，出台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
度是中央解決近年香港亂象的「組合拳」，可謂「一法
霹靂安香江，選規釐定護遠航」，為維護香港社會穩
定、守護香港未來提供了「利劍」和「堅盾」。香港國
安法解決國家安全問題，完善選舉制度則解決了香港政
治穩定和政權安全的問題，可以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從中央作出「決定+修法」，到立法會通過《條例草
案》，這一段時間以來，行政立法之間良性互動、密切
配合，令人耳目一新，這種新氣象正是香港走向良政善
治的開端。

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之後，香港有望從此擺脫政
治爭拗的羈絆，走出政治泥沼，開啟良政善治的新局
面。此外，強化行政和立法之間的有效配合，切實提高
特區政府治理效能，使香港社會得以重新聚焦發展經濟
及改善民生，着手破解房屋、醫療、教育、安老等老大
難問題，讓市民得到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年輕人也將
有更廣闊的發展天地。

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揭開香港新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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