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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民主 循序推進

第四任特首選舉剛於今年三月結束，這是一
次極具競爭性的特首選舉。分別由前行政會議召
集人梁振英、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及民主黨主席
何俊仁角逐，最終由梁振英勝出並當選第四任行
政長官。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為落實 「一國
兩制」、 「港人治港」，一切準備工作均於回歸
的半年前開始。一九九六年一月，香港特別行政
區籌備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專責統籌特區成立的
準備工作。同年十一月，籌備委員會成立香港特
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簡稱推委會，由四百
名分別來自工商及金融；專業；勞工、基層及宗
教等界，以及原政界人士、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組成，負責選出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一屆特首及臨時立法會的組織。

其後，推委會在三十一名報名參選人中，選
出三人為候選人。最後董建華於該年十二月，以
超過八成票數當選，並於五日後，即十二月十六
日，被國務院任命為第一任特首。

特首選舉其後於二○○二年、二○○七年及
今年舉行。在這些年間，推委會改名為選舉委員
會，簡稱選委會。而選委會的人數亦從四百人，
增加至八百人，以至今屆選舉中的一千二百人。

董建華任內推行母語教學及強積金計劃等，
至於現任特首曾蔭權在任期間，亦優化了強積金
計劃、發展六大創意產業及立法最低工資。對於
未來，梁振英已表明會加快興建公屋、復建居屋
，解決市民住屋問題，着重發展 「新經濟新領域
」，以及研究標準工時。有政界人士預料，梁振
英會繼續發展六大產業，推行歷屆政府的利港政
策。不過，與此同時，新一屆政府面對其架構重
組方案在反對派議員 「拉布」下，不能在七月一
日上任前獲通過，但就現屆政府官員多次公開表
示，會通力合作完成交接工程，相信香港以後會
繼續在基本法的保障下，取得穩定發展，政府也
順利交接。

香港回歸後這十五年政治發展，其中一個
最顯著的碩果，就是選舉的民主成份大大提高
，地區直選的議席數目不斷增加，不同政治光
譜的政黨百花齊放，市民更能選出自己的代表
進入議會。

在回歸初期，臨時立法會擔當了約一年的
立法機關角色，特區政府在一九九八年五月舉
行回歸後首個立法會選舉。當時全港已分為五
大選區，但地區直選議席只有二十個，各區由
三個至五個不等，相反二十八個功能組別共有
三十個議席，另外還有十個選委會議席，組成
了有六十位議員的立法會。不過，當年選舉的
投票率超過五成，反映港人對參與投票的熱
衷。

對比立法會選舉，區議會選舉的地區直選
議員數目明顯較多，一九九九年的首屆區議會
選舉，共有三百九十位民選區議員，相對一百
○二位委任議員和二十七位鄉議局選出的當然
選員，地區議席比例較立法會選舉高。

在二○○○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地區
直選議席已增至二十四席，選委會議席減至六
席，而功能組別的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兩個議
席，則改為區議會、飲食界議席，增加不同界
別選民進入議會。期後的立法會選舉每四年換
屆，而在二○○四年則全面取消選委會議席，
令地區直選議席與功能組別相同，二○○七年
的立法會選舉亦沿用同樣議席數目。

今屆 「超級議席」 最矚目
正因為二○一○年通過政改方案，令香港

的民主行前了一大步，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將進
入另一階段。地區直選議席數目將增至三十五

個，而功能組別則會加入五個新增區議會功能
界別 「超級議席」，民選區議員取得足夠提名
便可參與這全港性選舉，因此， 「超級議席」
實屬加大民主成份的議席。

民建聯勵精圖治
至於區議會選舉亦是每四年一屆，議席基

本組成不變，但直選議席則逐屆增加，慢慢增
至上屆的四百一十二席，而委任議員的數目則
減至六十八個。政府已建議在二○一六年 「一
刀切」取消委任區議員，若成功通過，將是政
制史上另一里程碑。

香港的選舉制度從來都是一環扣一環，特
別是立法會選舉在區議會選舉的翌年舉行，對
政黨而言有着唇亡齒寒的關係。愛國愛港政黨
和人士在過往的選舉中亦非一帆風順，現時立
法會內第一大黨民建聯在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
中大捷，但原來在二○○三年的區議會選舉中
，因反對派炒作政治議題，令該黨嚴重失利。
不過，憑着鞏固的地區工作，民建聯在二○○
七年扭轉形勢，去年再下一城。至於立法會選
舉，民建聯縱使在二○○八年曾經失利，但自
二○○四年起已成為立法會內最大黨派，香港
的政治版圖亦基本上定形。

為使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更重視民意，承擔
起其施政責任，特區政府於二○○二年開始進
行改革，推行高官問責制。制度實行十年，成
功發揮作用，政府架構改革與民主普選道路雙
頭並進。下月，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候任行
政長官梁振英提出的新政府架構將進一步擴大
問責制，且制度將按梁振英的承諾，作中期檢
討，相信問責制將繼續得以優化。

陸續擴大及優化
回歸前，總督由英國委任，其他官員也都

是公務員。回歸後，在二○○二年，特區政府
推行政治任命官員，為香港邁向民主之路，踏
出重要的一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發表問
責制時也表示，政府希望通過問責制組成的特
區政府決策團隊，能使目標更明確，方向更一
致，在推動政策時更加善用資源，更顧及優先
次序，行政和立法的關係會得到加強，因而也
更有效率和更負責任地為市民大眾服務。

至於推行問責制的因由或要由一九九八年
說起。一九九八年，香港赤鱲角機場啟用發生
大混亂，其後特區政府委任負責調查的委員會

認為，身兼機場發展策劃委員會主席的時任政
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需負上有關責任，但陳方安
生堅持她所謂的 「公務員傳統」，不願道歉，
並只表示 「非常遺憾」，引起市民不滿。其後
，又連續多次揭發多宗 「居屋短樁事件」，引
發要求官員問責的聲音。

問責制將政府最高層的官員，包括政務司
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以及所有政
策局局長，全部列入問責制範圍，並以合約方
式聘用的問責主要官員，年期為五年，不超越
提名他們的特首的任期。當特首有需要時可以
終止問責官員的合約。其後，於二○○七年七
月一日，現任特首曾蔭權把問責局增加至十二
個，並把部分問責局改組。二○○八年，特區
政府實行進一步發展政治委任制度報告書建議
，增設兩層政治委任官員，包括副局長及政治
助理職級的制度，以吸納及培育更多政治人才
，為有志參政的人士提供一個發展途徑。

今年，新一屆政府即將上任，候任特首梁
振英建議把原來的三司十二局進一步改組，變
成三司兩副司十四局，以及增聘政治助理擴大
問責制，培育更多政治人才。

立會區會直選議席續增

改革方案通過 普選時間表確立

回歸十五年，時間向前走，香港的
政治發展也未曾回頭。在 「一國兩制」
成功推進下，香港的政治體制亦一路走
向民主化，尤其在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
中，大大增加了民主成分；雖然政改方
案一度遭阻礙，但最終已定下二○一七
年和二○二○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
法會的目標。至於政府管治上，二○○
二年首次推行高官問責制，確立全新的
管治制度，更有效推行政府政策。

本報記者 陳錦輝 鄧 湄

梁振英當選第四任特首

高官問責制推行
服務市民更高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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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後，香港的政制發展有一個
新的起點。一九九八年，臨時立法會的任期屆滿，回
歸後第一屆立法會正式上任。當年地區直選議席數目
只有二十個，其餘五十個為功能組別和選委會議席。
至於回歸後首個區議會選舉則在一九九九年舉行，當
年共有三百九十位民選區議員，另有一百零二位委任
議員和二十七位當然議員。

屢遭反對派阻撓
一步一步地，香港的民主步伐不斷向前，在二○

○○年、二○○四年和二○○七年的立法會選舉中，
地區直選的議席數目由二十個逐漸增至二十四個，以
至後來的三十個，與功能組別議席相同，選委會議席
數目則全部取消，大大增加了民主成分。至於區議會
直選議席，亦慢慢增至今天的四百一十二個，政府未
來會分階段取消委任議席數目，香港的民主之路亦越
走越順。

另一方面，第一屆特首董建華於二○○二年在無
對手下成功連任後，提出過往從未實行的高官問責制
，設三司十一局，局長全部受命於特首。二○○四年
，董建華成立香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推動香港的政
制發展，翌年特區政府就二○○七年特首和二○○八
年立法會選舉提出具體的建議改革方案，但最終遭到
反對派議員 「捆綁」投下反對票，致香港的民主進程
被迫原地踏步。

曾蔭權在二○○五年接任特首後並在二○○七年
的特首選舉中成功連任，他再進一步擴大問責制，增
設副局長和政治助理。曾蔭權任內對推動香港政制發
展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在二○○五年和二○一○年提
出政改方案，前者遭到反對派阻撓而未能通過，五年
後在中央和特區政府與各政團積極溝通下，包括與反
對派破冰，最終成功通過政改方案。

2017年可普選特首
特區政府二○○七年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就普

選模式諮詢市民意見，其後曾蔭權向人大常委會提交
香港政制發展諮詢情況的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同
年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 「決定」，香港可於二○一
七年和二○二○年，普選特首和立法會。

按二○○五年的經驗， 「政改五部曲」中最難過
的一關，是需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議員贊成，當
時反對派議員共有二十三人，成為民主向前的一大阻
礙。就在二○一○年的五月底，中聯辦副主任李剛先
後與民主黨、普選聯和民協核心成員展開破冰式會面
，並在會見後向各界提出 「擱置爭議，推進共識，順
應民意」的十二字箴言，希望立法會議員能夠支持政
改方案獲得全盤通過。兩個選舉辦法的修訂最終均以
四十六票贊成通過，亦令第四屆特首選委會委員數目
，由八百人增至一千二百人，民主成分持續增加。

既然普選時間表已定下，只要香港能上下齊心，
在普選的方向求同存異，香港的民主路只會不斷向前
行，最終達至普選。未來帶領政改的重任，就落在第
四任特首梁振英肩上。

▲第一大黨民建聯雖曾經歷選舉失利，但憑着實事求是的作風，順利贏得市民的支持

▲高官問責制全面推行，有助政府更有效
率施政

◀立法會地區直選的議席持續增加，令市民的一票更加重要

▼民主政制向前發展是港人的共同願望

▶二○一○
年中，立法
會終於通過
爭拗多時的
政改方案

▼梁振英當選第
四任特首，將在
未來五年帶領香
港開創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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