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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選舉模式 新的發展未來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
議以高票表決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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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決定＋修法」 的方式，由中
央主導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今次
完善選舉制度的目的是為了貫徹 「愛國
者治港」 原則，令 「一國兩制」 實踐行
穩致遠。

有法理專家指出，由於特區出現了
極端的情況，無法啟動 「政改五步
曲」 ，而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
中央主導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完全
是合情合理合法，市民應予支持。

本來 「愛國者治港」 是十分自然的
事，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已說明何謂
愛國者，就是 「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
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
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只可惜回歸
接近二十四年來，香港有部分人事事與
中央和特區政府對着幹，損害香港的繁
榮穩定。再加上回歸以來，政府推動國
民教育時屢遇阻撓，令市民特別年輕一
代欠缺家國意識和國民身份認同，無法
自然地成為尊重憲法、尊重中央和特區
政府的愛國者。

全國人大作出的決定共有九條，包

括將重新構建選舉委員會和增加賦權，
將選委人數增至1500人；立法會議員數
目為九十人，通過選委會選舉、功能團
體選舉、分區直選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
生；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審
查委員會等。

勿迷信「西式民主」
中央完善香港特區的選舉制度後，

不單能確保治港者是真誠的愛國者，更
令特區政府暢順施政，解決長期困擾香
港的經濟民生問題，令香港保持繁榮穩
定、長久治安。

民主是需要令到均衡的聲音也同時
有機會被反映，以簡單二分法少數服從
多數，未必是最理想的方案。社會不應
再迷信只有 「西式民主」 是唯一民主方
式，透過選出民意代表去參與施政也是
民主的體現。面對今天的十分多元的社
會，議員能夠代表的選民比例顯然減
少，增加議席相信是一個更佳的解決方
案。因為這樣能讓更多不同背景的議員
為市民發聲，廣納更多愛國人才參與治
港工作，做到均衡參與的目標，這對特

區的未來發展，絕對是一件好事。
另一方面，鄧小平曾說： 「左翼的

當然要有，盡量少些，也要有點右的
人，最好多選些中間的人。這樣，各方
面人的心情會舒暢一些。」 面對現在香
港極端情況，社會需要重新反思，在增
加代表的同時，能否多選一些中間的
人，既保持香港的多元化，也可以紓緩
緊張的社會情緒。

社會不應對支持建制的人貼上負面
標籤，愛國愛港的政治團體亦一樣是本
着 「是其是、非其非」 的態度，專業地
判斷特區政府的工作成效，以積極態度
去協助、監察特區政府施政，令政策及
措施更以民為本。作為香港的一分子，
我們沒有理由以癱瘓政府、癱瘓社會運
作為目標，我們的責任就是助力香港的
繁榮穩定，讓市民安居樂業。

為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則，確保 「一國兩制」 行穩致
遠，中央決定以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方式，完善過去被攬炒派
當作奪權途徑的特區選舉制度。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
出的 「愛國者標準」 ，是一個很寬泛的標準；而愛國亦非艱
深的概念，任何人只要尊重自己民族、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
土都是愛國，而作為中國人民的一份子，愛國更是每一個香
港市民的公民責任。

▲住房問題困擾香港多年，政府必須迎難而上。

愛國從來就不是什麼 「洪水
猛獸」 ，愛國是對自己的國家和
自己的家園的依戀之情，而且促
使自己與具有相同情感的其他人
緊密地團結在一起。現在中央重
申 「愛國者治港」 原則後，香港
有部分人妄稱是 「中央打壓香港
的民主自由」 云云。

實際上全世界所有國家不論
大小都在宣傳愛國和愛國主義。
香港的歷史就是一部愛國愛港的
歷史。如1899年香港新界原居民
武裝起義抗擊接管新界的英軍，
約有五百名鄉勇被擊殺。到抗日
戰爭期間，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不光積極抵抗
日軍，還在半年時間內營救了
800多名中國文化名人，更別說
營救美國飛行員和英國戰俘這些
國際友人達111名而贏得了國際
聲譽……

在港英長期管治下，及回歸
後教育界被別有用心的人把持，

青少年在接受求學期間並沒有接
受愛國主義教育，致使部分香港
青少年沒有家國意情壞，欠缺國
民身份認同。導致個別人士打着
所謂 「自由、民主、愛香港」 的
旗號，肆意污衊國家，藉以撈取
政治資本，利用選舉制度漏洞進
入了管治架構，更妄圖奪取立法
會控制權，阻撓特區政府施政。

老一輩香港人都經歷過港英
管治，受盡英國人的欺壓。但在
回歸後出生的一代，他們在幸福
安定的環境裏成長，渾然不知這
個穩定、自由、民主的環境是實
行 「一國兩制」 所帶來的。有人
稱中央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是
違反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但是五
十年不變並不是一成不變，也不
是絲毫都不能改動。完善香港特
區選舉制度的初心，不單是要香
港的繁榮穩定不變，而且要透過
鼓勵香港融入國家發展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令特區發展

更加繁榮。
愛國本來就是一家。祖國是

大家，香港是小家，誰都希望生
活在幸福安寧的家。香港也只有
在愛國者的管治下才能讓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才能讓這個小
家更幸福、更安寧。當今國際局
勢風雲變幻，更有無情疫情打擊
民生經濟，所以我們廣大香港市
民更應該發揚愛國愛港的傳統，
堅持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則，
完善包括選舉制度在內的相關制
度，加強對青少年的國民教育。
在維護國家安全，穩定香港社會
大局，發揮 「一國兩制」 的優
勢，緊密團結在愛國主義的旗幟
下，譜寫出經濟繁榮發展、市民
幸福生活的新篇章。我們的香港
青少年更要愛國愛港，做祖國發
展的持份者，做香港穩定繁榮的
推動者。願我們都放下分歧，增
進融合，共同發展，建設好我們
美麗的家。

最近全城都在談愛國者治港的話題。正如
專欄作家屈穎妍所說： 「 『愛國者治港』 ……
實在沒什麼可演繹，這五個字，清清楚楚，就
像 『阿媽係女人』 ，還要闡釋嗎？還要討論
嗎？」 其實我也覺得沒什麼好說的，因為愛國
是放諸四海皆有效的要求，沒什麼好談的。試
問歐美等國，有哪個選舉候選人敢說自己不愛
國的，肯定轉頭被選民罵到無地自容，基本上
等同政治自殺，注定轉行的了。但是，反而在
大家討論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現象，令我想
和大家探討，分享一下的。

其中，最常見的是，部分建制派成員在過
程中，常常不自覺地認同了激進派的思想，覺
得自身理虧，錯誤認為愛國者治港是收窄了自
由，有損民主。

其實我們應該認清想楚，由於愛國者擔任
領導人是放諸四海皆有效的要求，即便是西方
國家，從一開始就已經要求從政者愛國，香港
出現如此的反應，只是過往的香港並沒有貫徹
「愛國者治港」 原則，導致激進派肆意踐踏紅
線，甚至妄圖透過控制區議會、立法會、選委
會奪取特區管治權。

有人認為，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會
令反對派的候選人減少。但反對派候選人減少
不等於有損民主，換一個更清晰的說法，民主
選舉不等同人人有資格、有能力成為候選人。
在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行政長官參選人

需要取得最少一百八十人選舉委員會委員提
名，取得超過六百五十票才能當選。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列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由年滿四十周歲，在香港通常居
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特別
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條例又
列明，如候選人是司法人員、訂明公職人員、
持有其他由外國政府發出的護照、提名前五年
曾犯罪，或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
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均會喪失候選
人資格。

民主並非凌駕一切
世界各地的政治領袖都會有一系列不能參

選的要求，為何愛國者不能列在參選資格中
呢？難道有利益衝突的人、嚴重罪犯不能參選
都是違反民主精神嗎？

「民主」 不是神，它並非凌駕一切；它既
有成立條件，也有功能局限。就像西方民主制
度，既沒有解決二次大戰以來，右翼中極端民
族主義的奪權方式；又沒有解決左翼中，跨國
資本壟斷集團對行政立法司法的滲透。

激進派以民主自由掛帥，煽動年輕人犧牲
前途和生命來顛覆政府，根本就是蓄意欺騙。
因為，世界上沒有一種制度，能沒有條件，能解
決所有問題。而民主只能解決政治領袖問題，
而政治領袖不是社會中唯一最重要的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上周日參加全國人大港
澳代表團審議並發表講
話，強調中央在深入論
證及研究香港國安法及
完善選舉制度的過程
中，反覆聽取了包括特
區主要官員在內的各方
意見。他又提到香港的
住房問題，指出解決難
度很大，即使有共識有
辦法，立法會上出現
「拉布」 ，最後損害的是香港市

民的利益。
香港的議題是港人關注兩會

的焦點，關乎到香港未來的發
展。過往的議題重點有結合國家
發展、政治改革，以及金融業務
等領域，具體論及民生事務的論
調不多。是次提到的住房問題，
一直被視為香港 「老、大、難」
的問題，涉及香港的地產行業利
益，建屋量又影響到市民置業的
機會，當中要解決土地用途和城
市規劃的程序並非一時三刻可以
改變。筆者認為中央是以解決市
民住房問題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

元素，香港政府和社會各界需要
在上述的議題上及早尋求共識，
才能實現改善民生的目標。

歷史遺留的政策拖慢了香港
建屋的步伐，讓市民的住屋成本
增加，影響生活質素，使市民對
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度未能保持在
高位。為應對香港的房屋問題，
特區政府近年已在施政報告和財
政預算案中推出過渡性房屋，以
解住屋需求的燃眉之急。過渡性
房屋現時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
閒置地或私人土地在經評估後通
過關愛基金撥款興建，另一種是
在現在的建築物中改變用途，例
如資助非政府機構租用賓館或酒

店，讓合資格市民申請入
住做到多贏。

筆者在服務的社區
感受到基層市民若能入住
公屋，彷彿中六合彩一樣
高興，因為成為公屋戶能
得到穩定的居所以及住屋
開支，並因為公屋的租金
絕對較市場上同等的單位
便宜，亦能讓市民能夠提
升生活質素。而未能合乎
資格成為公屋申請人的困
境更大，以大學畢業生為

例，十多二十年前一名剛從大學
畢業的年輕人，月薪平均約一萬
二千元至一萬五千元，但今天大
學畢業生工資水平基本上沒有太
大改變；加上樓價因供應量短缺
關係已提升過五倍，令當今的年
輕人和家庭在置業的壓力倍增，
這樣的前景又如何令市民覺得有
「安居」 的感覺呢？

筆者建議特區政府善用非政
府機構的彈性，除了支援政府處
理過渡性房屋的供應外，讓機構
為入住的市民提供適切的社會服
務支援，全方位紓緩和解決住屋
問題。

今年的全國兩會日前勝利閉幕，此次全國
兩會香港市民最關心的議題無疑是全國人大以
高票表決通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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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以來香港經歷多次社會動盪，貧富問
題嚴重、住屋困難、產業單一、年輕人缺乏向
上流動等 「深層次矛盾」 一直懸而未決，社會
積累怨氣。外國勢力在回歸前處心積慮為香港
特區政府埋地雷，攬炒派在回歸接近二十四年
以來，利用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接連挑起
「反廿三條立法」 、 「反國教風波」 、 「反高

鐵 『一地兩檢』 」 、非法 「佔中」 、旺角暴
亂、黑色暴亂等社會事件，最後令政府疲於奔
命，難以改善施政，社會問題依舊存在，市民
怨氣繼續加深，攬炒派又再站在道德高地指責
政府，然後再引發新一波的社會事件。回歸後
攬炒派就是用 「阻礙香港發展，陷政府於不
義」 的套路撈取政治資本。

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制定香港國安法，由
特區政府頒布實施，及全國人大日前通過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社會趨向穩定，建制
力量成為大多數，政府取得足夠的支持後，接
下來就是考驗治港的愛國者有沒有能力解決積
存已久的深層次矛盾。

立法會秘書處日前發布 「自置居所對香港

社會經濟的影響」 的《研究簡報》，香港的自
置居所比率由2004年的54.3%下降到去年的
51.2%。根據資料，2004至2018年14年間香
港薪酬增幅約63%，平均每年增加3.5%，但
香港樓價卻大幅增長超過400%；現時公屋輪
候冊中近15萬戶在輪候；用白表參加居屋抽籤
的市民（非公屋住戶）超過20萬戶，再加上對
私人市場的需求，香港整體房屋嚴重短缺。

打破藩籬解決住屋問題
回歸以來一些人利用 「關鍵少數派」 的優

勢影響政府制定對資本傾斜的政策，香港已成
為裙帶資本關係嚴重的社會，財閥長期把持市
場主導維護其既得利益，地價高昂帶動生活成
本增加，窒礙青年人發展創業，反過來再加劇
香港產業單一化，因此解決香港社會主要矛盾
就是要解決房屋問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在參加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審議時表
示，香港的房屋問題總要有開始解決的時候，
而政界近日提出愛國者治港必須具備六大能力
（政治判斷能力、把握大局能力、體察民情能
力、推陳創新能力、前瞻跨界能力、協同作戰
能力），就是對韓正的回應，提升愛國治港者
的綜合能力，為開創香港社會新局面作準備。





就是敢言計劃成員、城市智庫評論員 吳建東

愛國是一家，團結再出發！
香港菁英會執委、政治研究會副主任 盧麟智

放任攬炒才是違反民主精神

註冊社工、香港菁英會副主席 梁秉堅

安居樂業創建和諧社會

香港菁英會會員、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陳文偉

改善民生助人心回歸

▼

全
國
人
大
高
票
通
過
完
善
香
港
特
區
選
舉
制
度
的

決
定
，
確
保
愛
國
者
治
港
得
以
落
實
，
維
護
香
港
的

繁
榮
穩
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