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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香港12月19日电（记
者查文晔）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
法会选举于19日 8时 30分开始投
票，这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特区举
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安排，投票
至晚上10时30分结束，全港开放约
630个一般投票站及不多于24个专
用投票站，供447万已登记选民投
票。此外，选举事务处还在香园围管

制站（莲塘口岸）、罗湖管制站（罗湖
口岸）及落马洲支线管制站（福田口
岸）三个港方口岸设立口岸投票站，
给予因疫情封关而身处内地的香港
选民投票。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
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新一届香港
特区立法会由90名议员组成，其中

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
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
接选举的议员20人。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将
于2022年1月1日开始，任期4年。

香港举行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

据新华社香港 12 月 19 日电
（记者王旭 苏万明 陈珮盈）“为港为
己投一票！”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从19日上午8时 30分正式开
始。记者走访多个投票站看到，选举
进展顺利，现场秩序井然，票站运作
顺畅，选民投票踊跃。

这是香港特区完善选举制度后
举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当天的香
港各大报章均刊出整版广告号召选
民投票。多家公共交通公司，包括港
铁、巴士及电车，当天提供免费乘车
优惠。

19日的香港出现降温。据记者
观察，很多市民仍一早即来投票，部
分投票站外排起长龙。

“天气虽然寒冷，但无阻市民投
票热情。”在将军澳的天主教圣安德
肋小学投票站外，30多岁的梁先生
指着陆续进入投票站的人们说，他相
信大家看重这次投票，是期望能选出
善于为民众办实事、能破解香港难题
的合格治港者。“香港有许多纠缠已
久的老问题，过去立法会总出现‘拉
布’（通过冗长辩论阻挠议事），无法
做事，大家早就厌倦了。希望这次能
有大的改变。”

27岁的香港青年小柯跟家人一
起在爱培学校投票站投完票后对记
者说，来投票除了是公民应该要尽的
责任外，还因为归属感。选举制度完
善之后，大家都期望有更好、更新的
改变，经济民生能有实质的改善。

期望新选举制度能够给香港带

来焕然一新的立法会，是众多香港市
民的共同期待。选民张先生就表达
出这样的强烈愿望。他在油麻地街
坊会学校投票站投完票出来说，希望
香港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在吵架中蹉
跎岁月，应该回归民生，改善市民生
活。

将关注重点放在民生问题上是
众多选民的共同期待。在港岛民生
书院投票站，50多岁的吴先生和儿
子一起来投票。吴先生表示，香港最
重要的是解决民生问题，例如房屋及
医疗等，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完善也是
重中之重。

带着两个小女儿一起到荃景围

体育馆投票的李女士也希望：“能选
出真正想做事的人，来解决香港存在
的问题，带领香港更好地发展，这样
我们市民才能受益。”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及特区政府主
要官员李家超、陈茂波、郑若骅等分
别投了票。

从当日上午的投票情况看，各个
投票站秩序井然。投票站外均划定
有禁止拉票区，以确保投票人及获授
权代表可在不受骚扰的情况下前往
投票站。在紧贴投票站出入口的地
方，划定有禁止逗留区，以免投票站
出入口受阻。

“为港为己投一票”
——香港市民热情参与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在位于香港黄埔的投票站，选民在排队准备投票。 新华社记者 王申 摄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
选举19日举行，这是完善香港特区
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在

“爱国者治港”原则下，一个具有广
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
性、公平竞争性，符合香港实际情
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香港特区
新一届立法会即将产生。

立法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
法机关，由选举产生。根据香港基
本法，香港特区立法会行使的职权
包括：根据香港基本法规定并依照
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根
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
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听取行政
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等。

香 港 特 区 第 一 届 立 法 会 于
1998年成立，任期两年。从2000年
特区第二届立法会开始，每届任期
四年。特区第六届立法会任期原本
至2020年9月30日届满，由于当时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特区政府
决定将第七届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
举行。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
责不少于一年，直至第七届立法会
任期开始为止。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依法产生后，任期仍为四年。

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
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中央

“决定+修法”与特区“本地立法”于
2021 年共同完成香港选制修订。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
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以及香港特区
有关法规，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
将由90名议员组成，其中包括选举
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
选举的议员 30 人和分区直接选举
的议员20人。

根据新选制，新设立的香港特
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负责审查并确认立法会议员候选人
的资格。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
举参选报名踊跃，共有 153 名候选
人通过资格审查。全部 90 个席位
都有竞争，没有可以自动当选的，这
是香港回归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

新选制规定，选举委员会根据
提名的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每一
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议员名额
的有效，得票多的 40 名候选人当
选。功能团体选举设28个界别，其
中劳工界选举产生 3 名议员，其他
界别各选举产生1名议员。分区直
接选举设立1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
举产生2名议员。选民根据提名的
名单以无记名投票选择 1 名候选
人，得票多的2名候选人当选。

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于 12
月19日8时30分开始投票，至晚上
10时30分结束。

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将于
2022年1月1日开始。

（新华社香港12月19日电）

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七届立法会

杭州：

即日起有序放开
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新华社杭州12月19日电（记者马剑）记者
19日从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杭
州即日起将有序放开社会面疫情防控措施。

据悉，杭州市除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外，其
他区县（市）公共场所恢复正常开放，同时要落实
好测温、扫码、戴口罩等防控措施。除疫情封控区
域外，其他住宅小区正常开放出入口，外来人员核
验“健康码”进入。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杭人员须提
供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其他人员不作要求。

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域内的棋牌室、酒吧、
KTV、麻将房、剧本杀、桌游室、游泳馆等室内密
闭公共场所暂不开放。饭店、餐馆堂食要合理控
制人数、隔位就座；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影剧
院、体育馆、网吧等公共场所和旅游景区、宗教场
所实施“限流、预约、错峰”管理。其他各类公共场
所有序开放。

此前，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12月9日发布通告称，为进一步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防止公众交叉感染，阻断病毒传播链
条，对该市部分区域公共场所和公共活动采取限
制性措施。

聚焦疫情防控

百日攻坚行动收官

1285名司法工作人员
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刘硕）记
者19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司法工作人员
职务犯罪侦查百日攻坚”行动已于近日收官。百
日攻坚行动期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司法
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999件1285人，同比
分别上升28.6%和24.5%。其中，立案侦查县处
级以上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要案119人，
同比上升72.5%；查处涉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犯罪案件138件166人，查处人数
是去年同期的4.26倍。

据介绍，原定百日攻坚行动的周期为6月上
旬至9月下旬，后针对各地检察机关受理线索数
量快速上升、办案任务持续加重等实际情况，为更
好配合开展教育整顿工作，行动延长至第二批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结束。

据介绍，各地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部署和实
施方案要求，成立了工作专班，集中优先办理群众
反映强烈、社会高度关注的重点案件，以及在一定
范围内有震动、有影响的重大、疑难、复杂跨地区
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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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海
口市委市政府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
革的决策部署，推进“一支队伍管执
法”，开展好海口市行政执法“三化四
有”建设，12月19日上午，海口市综
合行政执法局在海口市世纪公园举
行海口综合行政执法局2021年执法
装备交接仪式。来自海口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和各分局、各行政执法支
队、开发区综合执法队伍主要负责人
和工作人员共计100多人参加了交
接活动。

据介绍，推进行政执法“三化四
有”指的是，加快推进综合行政执法
的规范化、标准化、智慧化建设，把全

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打造成为“队伍
有精神、办事有规矩、执法有依据、责
任有担当”的铁军排头兵。

交接仪式上，海口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宣布执法装备分
配方案，强调执法装备的使用和注
意事项，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严格
规范执法装备的管理与使用。

据介绍，此次海口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共为全市执法系统配备执法巡
逻车35辆、执法记录仪600套、执法
无人机47台、执法对讲机150台、噪
音检测仪100台等。下一步，海口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派技术人员上门
对新配发执法装备的使用进行培训，

让每位执法人员尽快熟悉装备，早日
应用到具体执法工作中。随后，海口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宋佐与局
系统11家执法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签
订了执法装备移交手续。

“配齐配好执法装备，有利于我
们支队提高办案水平、提升执法效
能。”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
渔业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因渔业执法大多在海面上，海域
面积大，在大风大浪天气出海执法
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今后，我们
可以利用配备的无人机进行海面24
小时巡逻，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

同样，接到刚刚移交的新设备，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琼山分局市
容秩序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姚晶
晶也是兴奋不已。现场，他坐上崭
新的执法巡逻车，在技术人员的指
导下进行调试。“琼山区背街小巷很
多，开机动车巡逻的话，不仅成本
高，停车也不方便。新配备的执法
巡逻车小巧、轻便、灵活，非常适合
我们执法人员平时巡逻。我们大队
平时还要负责凤翔湿地公园的执
法，在巡逻的过程中经常发现有市
民在河边垂钓，需要执法人员一个
个上前劝离，非常耗费人力。今后，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无人机巡逻。无
人机上还有无线喇叭，可以直接对

违规垂钓的市民‘隔空喊话’。”
宋佐表示，各分局、各执法支队

要以此次执法装备配备为契机，认
真贯彻落实《关于打造“三化四有”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三年行动方案》，
加强执法队伍自身建设，不断完善
综合执法规范化建设，提高综合执
法科技化水平，提升综合执法效能，
努力打造行政执法“规范化、标准
化、智慧化”的综合执法新形象。

同时，要发挥执法装备在日常
综合执法工作的保障作用。此次
交接的执法装备要尽快配备到日
常执法工作中，发挥执法装备效
能，创新执法方法，提高基层综合

执法能力，持续提升执法规范化、
智能化的实战水平，让企业和群众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改革带来的新
变化、新成效。

此外，要建立健全执法装备管
理制度。各分局和各执法支队要安
排专人管理执法装备，认真做好执
法装备的日常维护和保养，防范因
管理不到位而丢失损坏、性能下降
等问题，保持执法装备良好的技术
状态，确保执法装备“能用、管用、好
用”，为推进海口市行政执法“三化
四有”建设，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作出贡献。

（策划/撰稿 贾嘉）

海口综合行政执法局举行2021年执法装备交接仪式

推进行政执法“三化四有”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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