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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霹雳安香江，选规厘定护
远航。选举制度、选举规矩进一步修
正、理顺，可以确保‘一国两制’的‘香
港号’航船破浪远航，香港的明天也
一定会更加美好。”国务院港澳事务
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张晓
明说。

“这些年来，反中乱港势力利用香
港现行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
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破坏
香港的宪制秩序和有效管治。因此，
有必要采取措施修改完善相关制度机
制，这既是全国人大的权力，更是全国
人大的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副主任张勇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日在北京
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张晓明、张勇和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介绍《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有关情况，并答
记者问。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具
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张晓明表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这是继香港国安法出台后中央治
港又一重大举措，在“一国两制”实践

进程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全国人
大连续两年就香港议题作出重大决
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香港事务的高度重视，集
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治港方略。

张晓明指出，完善香港特区选
举制度，是修补香港特区法律制度
漏洞和缺陷的必要之举，有利于完
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维护香
港特区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治本
之策，有利于香港实现长治久安；是
立足香港实际情况作出的适当选
择，有利于推进香港的民主制度循
序渐进、稳健发展；是提高政府治理
效能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
则的制度保障，有利于“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

他说，连日来，香港特区政府和社
会各界人士通过发表声明、接受访谈、
联署签名和在街头摆街站等方式，表
达对全国人大有关决定的坚定支持。
根据香港研究协会的民调，约七成受
访者表示支持全国人大决定。这是对
国际上一些诬蔑不实之词最好、最有
力的回应。

张勇表示，研究、起草全国人大
有关决定过程中，中央十分重视听
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下一步，全国
人大常委会将根据全国人大决定的

授权，在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
件二过程中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继
续广泛听取各界意见，加强与有关
方面沟通协调。

全国人大决定具有坚
实的宪制基础和法律依据

张勇指出，全国人大此项决定具
有坚实的宪制基础。“一国两制”方针
下，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
特区的宪制基础。在香港特区实行的
所有制度、机制都建立在这个宪制基
础之上，香港特区所有制度、机制及其
运行都要符合这个宪制基础的要求。
做不到这一点，或违反甚至损害这个
宪制基础，相关制度、机制就必须作出
修改，进行完善。

“全国人大这项决定具有充分
法律依据。”张勇指出，我国宪法明
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决
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香
港特区选举制度是香港特区政治体
制的核心内容，制度的决定权在中
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具有不容置
疑的法律效力。下一步，全国人大
常委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附
件二，香港特区修改相关本地法律，
都必须严格遵循全国人大决定，并
把决定内容落到实处。

邓中华应询时指出，建立资格审
查机制，根据香港基本法等有关法律、
解释和决定以及香港本地法律，对候
选人进行资格审查，这一做法与基本
法保障的香港居民的权利包括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不存在任何矛盾和冲
突。根本上讲，资格审查制度是为“爱
国者治港”建立制度保障，确保香港在

“一国两制”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这
是香港居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基本前提。

张晓明说，强调“爱国者治港”，不
是要在香港社会政治生活中搞“清一
色”。将来香港立法会的民意代表性
会更广泛，在立法会仍可听到不同声
音，包括批评政府的声音。反中乱港
分子和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派”不能
简单划等号，反对派特别是“泛民主
派”中也有爱国者，他们仍可依法参
选、依法当选。

为“一国两制”全面准
确实施夯实制度基础

张晓明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国
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导者、践行者、
维护者，没有任何人比中国共产党、比
中国政府更懂得“一国两制”的宝贵价
值，更执着坚守“一国两制”初心。无
论是已制定香港国安法，还是正在完

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以及将来我们
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一
国两制”制度体系，把“一国两制”执行
好、实施好，根本不存在改变“一国两
制”的问题。

他表示，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和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两大举措珠联璧
合、共同发力，必将为“一国两制”全面
准确实施夯实制度基础，有利于“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也必将开创香港发展
新局面。

张晓明在答问时说，香港国安法
出台后，外国投资者包括香港本地投
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不是削弱了，而是
增强了。去年流入香港资金额达500
亿美元，香港银行体系结余更屡创历
史新高，港股IPO（首次公开募股）集
资额位居世界第二。股市是香港经济
的晴雨表，也是衡量投资者信心的重
要指标，今年1月港股市值突破50万
亿港元的历史纪录。香港美国商会发
表调查报告也表示，今年1月和去年8
月相比，企业对香港营商环境持乐观
态度比例大幅上升。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和选举制度完
善两大举措相继出台后，香港的政治
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营商环境
都会进一步改善，香港金融中心的地
位会进一步稳固。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选规厘定护远航”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人大涉港决定情况并答记者问

新华社香港3月12日电（记者韦
骅）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日前高
票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香港各大社团纷纷表示欢迎，认
为该决定有助维护国家安全，改革措
施符合香港实际，令人对香港未来的
发展充满期待。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厂商会）
会长史立德说，香港立法会乱象严重
阻碍特区政府施政，令香港发展停滞
不前，修改完善选举制度十分必要。
史立德认为，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
权力机关，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
宪制层面为香港选举制度作出决定，
能及时防止那些企图破坏香港繁荣
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借选举进入
特区治理架构，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
展利益。

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表示，全面落
实“爱国者治港”，将有助于提升香港

的治理效能，特区政府得以聚焦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为社会带来长治久
安，让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和创科
各领域续创佳绩。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表示，要贯
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关键在于培养
更多爱国爱港人才。教育局应增拨
资源及提供专业支援，推动学校做好
国情国安教育。教育界应致力提升
学生对香港基本法及“一国两制”的
了解，认识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培养
国民身份认同，更好地为香港与国家
发展作出贡献。

香港政协青年联会表示，有关决
定充分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能让各
界的政治参与更加有序和均衡，让选
举更具广泛代表性，体现本港社会各
阶层、界别利益，也明确了候选人须
为坚定的爱国者，为“爱国者治港”原
则全面落实提供法律保障。

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指出，此次

决定提出了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的
核心内容，是以制度的形式保障

“爱国者治港”原则能在香港得到
有效实施。改革内容具有更广泛
的参与性和代表性，更符合香港的
实际情况。

香港内地经贸协会表示，全国
人大的决定是在制度上让香港重回
正轨、重新出发，为特区政府扫除了
依法施政的重大障碍，有助于减少
破坏性的政治内耗，认真解决长期
以来困扰香港的老大难问题，让香
港恢复生机。

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表示，
有关决定不仅能为香港的选举制度
带来一次重大改革，更有助特区政府
解决土地、住房、医疗等深层次问题，
推动香港社会经济加速发展。期望
香港各界能趁这次改革重回沟通、协
商之路，以狮子山下的团结精神，共
同带领香港走向新的繁荣。

香港各界支持全国人大
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决定

熙熙攘攘的人流从湾仔地铁站涌
出，28岁的打工仔欧阳也在其中。

一出站口，“撑全国人大决定 完
善香港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治港”，
白底蓝字横幅映入眼中，其中的“撑”
字用红色标出，阳光下格外醒目。

“请签名支持全国人大决定！”热
情的义工递上了签名簿和笔。“我爱
国！”签完名字，急于上工的欧阳边走
边跟记者说：“我就是希望香港好起
来，让我们安心挣钱。”

“你身边的青年朋友，什么想法？”
“大家都一样，希望香港安定的朋

友越来越多。只有不懂事的小孩子才
希望香港乱。”

身材高大的退休警察黄伯十分庄
重地签下名字。“我希望把那些别有用
心的人‘踢出’政坛、‘踢出’管治行
列。这样香港才有机会复苏经济，复
原过来。”

周先生带着6岁女儿来到签名桌
前，让女儿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小
女孩还不能完整写出，时时歪起脑袋
向爸爸求助，爸爸扶着她的手完成了

“签字大业”。
“为什么签名啊？”周围的人逗小

女孩。
“要爱国，支持国家！”小女孩稚声

稚语。“是爸爸说的！”看大家笑，她又
连忙补充。

周先生说：“当看到‘黑暴’时，我
就说我们是中国人，要爱国家。把这
些教给她，她也就经常说爱国、爱香
港。”

签完名的退休教师廖卓荣一字一
顿：“反中乱港势力不爱香港和国家，
怎么可能让他们做管理者，这是完全
不合理的。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希
望有一个和谐、安定和繁荣的香港，而
不是他们破坏法律的行为。他们会荼
毒下一代的，必须拨乱反正！”

这样的情景在香港中央图书馆
前、在九龙弥敦道、在新界荃湾公园入
口处，在遍布全港的1000多个街站前

都在发生。“支持国家，不想香港乱下
去！”香港市民的心愿朴实而又真挚，
发人深思，令人动容。

在香港中央图书馆前，签完名的
市民廖宇轩说：“一定要站出来用行动
支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有利于维护香港长远繁荣稳
定，我觉得这对香港人非常好，香港人

渐渐会理解中央的苦心。”
“为什么不支持？有什么原因不

支持？我们受够了！”刚刚接种完科兴
疫苗的香港市民黎先生走出接种点后
说，对香港老百姓最大的好处是稳定，

“要搞经济，不要搞运动”。
在九龙弥敦道街站，退休职员陈

炳玉在签名簿上一笔一画写下姓名。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国家为香港
好，我为什么不支持？香港之前被搞
乱，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任由别人对
我们说三道四？”

她身处的弥敦道是香港著名商业
街，连接旺角和尖沙咀两大商区。“修
例风波”中，这条商业街屡次被暴徒

“光顾”。直到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社

会逐步恢复平稳，弥敦道很多商店前
的围板才陆续卸除。“之前看到弥敦道
被砸，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我虽然
66岁了，但我明理，我知道犯法就应
该坐监（坐牢），搞乱香港就是违法。”

临近正午，阳光灼热，物业管理行
业资深从业员、手捧签名簿的义工冯
国雄笑容极富亲和力。“之前香港社会
乱，市民工作、生活不稳定，没法交管
理费，有的还会搬出，这间接影响了我
们行业。”

当听到全国人大通过有关决定的
消息后，冯国雄决定站出来向香港市
民宣传“爱国者治港”的重要性。“香港
需要由热爱香港的人管治，香港市民
需要稳定的社会。”他说。

在新界荃湾公园入口处，从事运
输行业的刘女士毫不犹豫地上前签
名。“我当然支持！不要搞乱香港、不
要阻止我揾食（挣钱），只要香港恢复
繁荣稳定，我就很满意。”她说。

谈起“修例风波”带来的影响，刘
女士心痛不已。她告诉记者，当香港
国安法出台后，她主动在九龙东做义
工，向市民宣传香港国安法，“我们香
港人真的希望香港好、国家好”。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谭耀宗、吴秋
北，全国政协委员唐英年、林建岳、吴
换炎等，前一天刚从北京开完两会回
港，12日就到湾仔街站向市民宣传全
国人大决定，征集市民签名。

谭耀宗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我有责任尽量地向市民解释决
定的内容。我希望大家明白全国人大
这个工作是为了香港能够长期繁荣稳
定。”

身为香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的吴
换炎同样认为当前宣传好全国人大决
定最为重要。“我们要把决定传达到
252个闽籍社团，再传达到我们120
万位（闽籍）乡亲，做到家喻户晓，对中
央的决定高度支持、高度拥护。”

（新华社香港3月12日电 记者
王旭 牛琪 朱宇轩）

“支持国家，不想香港乱下去！”
——香港街头见闻

全国人大关于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中规定，
香港特区设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
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
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负
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
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
选人、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事
宜。这一新制度架构有哪些优越
性？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专家进
行解析。

专家们认为，此次完善香港
选举制度以对特区选举委员会
重新构建和增加赋权为核心进
行总体制度设计，对选委会规
模、组成和产生办法进行调整和
优化。新的选委会更有代表性，
能广泛代表香港社会各阶层、各
界别利益。

决定规定，选委会由工商、金
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
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
等界，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香
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
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等五个
界别、共1500名委员组成。

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
心主任齐鹏飞表示，此前选委会
由四个界别组成，现在新增第五
个界别，每个界别人数维持 300
人不变，总人数由 1200 人增至
1500人。五大界别人数一致，平
等而均衡，能够更好反映香港各
阶层民意、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
益，不会偏向某一特定界别。

武汉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
授周叶中认为，香港回归以来，选
委会规模不断扩大，由 800 人增
至 1200 人，现在再增至 1500 人。
新架构下的选委会能更好覆盖香
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的
代表，更好体现均衡参与原则，扩
大香港居民的政治参与，通过这
样的选委会选举产生的治港者具
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港
澳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环表示，之
前的选委会架构中，第三界别为
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现在
改为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这
一变化表明，选委会架构随着香
港社会变迁作出了适时调整。近
年来，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
深层次矛盾凸显，房屋、土地、就
业、收入等重大民生问题亟待破
解。选委会的新架构能更好代表
基层民众利益，反映相关群体的
诉求。

决定规定，行政长官候选人
须获得选委会不少于188名委员
联合提名，且每个界别参与提名
的委员不少于15名。行政长官候任人须获得选
委会全体委员过半数支持。

李环说，188人是选委会全体委员1500人的
八分之一。香港回归以来，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
门槛一直维持这一比例。这一比例是合适的，既
能产生足够多的候选人，促成有竞争的选举，又可
避免因候选人太多而无法有效整合选委会委员意
向。

周叶中表示，决定规定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
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15名，这就要求有意参选
行政长官的人士必须在每个界别中都有一定的认
受性和接受度，才能成功“出闸”。因此，其竞选政
纲及当选后的施政纲领必须兼顾各界别的利益和
诉求。这也是基本法规定的均衡参与原则的充分
体现。

专家们指出，选委会的新架构有助于落实“爱
国者治港”根本原则，确保香港特区管治权牢牢掌
握在爱国爱港力量手中。

根据相关规定，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是选委会
的当然委员，新的制度中全国政协委员中的香港
特区永久性居民也成为当然委员，在新增的第五
界别中还包括“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齐
鹏飞表示，这样的调整将使选委会更具代表性和
权威性，更能体现和强化国家元素，把维护国家利
益和维护香港利益有机结合起来。

专家们认为，决定关于选委会负责事项的规
定有利于维护香港社会整体利益，提升特区治理
效能，促进香港民主稳步发展。

齐鹏飞说，选委会不是新名词，“重新构建”和
“增加赋权”才是改革创新的要点。香港回归后，
第一届、第二届立法会都有选委会选举产生的立
法会部分议员，此次全国人大决定借鉴了香港市
民熟悉的民主选举方式。选委会作为一个整体选
举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突破了某个界别、选区或
政团的局限性，有助于弥补立法会只有功能团体
选举和分区直选的不足，保障香港最广大居民的
根本利益。

周叶中表示，选委会的新架构在代表性上更
加广泛，体现了更大程度的实质民主，有助提升香
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选举的民主质量。
对选委会重新构建并增加赋权，能使“爱国者治
港”在选举环节得到有效落实。

李环认为，由选委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候任
人和部分立法会议员，使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具有
共同的选民基础，从而在立法会内形成稳定支持
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的力量。这有利于结束反中乱
港分子借立法会平台掣肘特区政府施政的情况，
有利于理顺行政立法关系，保持行政机关与立法
机关顺畅沟通，巩固和维护基本法规定的行政主
导体制。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记者查文晔 陈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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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3月12日电（记者刘
明洋 林宁）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11日通过了关于完善香港特区选举
制度的决定，逾90名香港法律界人士
12日联署表示支持。他们认为，决定
高瞻远瞩，从香港的长远利益出发，消
除激进“揽炒”破坏等政治乱象，有望
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令“一国两
制”实践行得更远更好。

在当日的记者会上，特区立法会
议员、大律师梁美芬宣读了联署声
明。联署人还包括立法会议员何君
尧、周浩鼎、容海恩，以及资深大律师
清洪、大律师马恩国、律师陈曼琪、律
师黄英豪等法律界人士。

声明表示，决定完全符合香港基
本法和“一国两制”。声明强调，“爱
国者治港”并不是新要求，香港基本
法第一百零四条早就规定香港管治
班子“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这是对管治者爱国要求的法
律体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
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亦再次
清楚说明，香港管治班子必须由爱国
者担任。

声明指出，香港现在的选举制度
出了漏洞，以致有入闸当选者在就职
宣誓时作出侮辱国家民族的行为，担
任议员后要求外国制裁香港，甚至作
出瘫痪立法会运作等伤害国家及香港
利益的行为。这严重超越了“一国两
制”的底线。决定堵塞了目前香港选
举制度的漏洞，确保日后参选人符合
基本法要求，诚心诚意拥护祖国对香
港恢复行使主权，不做损害香港繁荣
稳定的事。

声明表示，相信完善后的选举
制度能吸引更多符合爱国者标准的
政治人才参与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
工作，将来香港政治制度仍然会有
不少空间给予持不同意见及声音的
人士加入。

香港法律界人士联署支持
全国人大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决定

3月12日，在香港湾仔，市民（右）在街站签名。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