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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建華：條例草案正本清源

梁振英表示，在消除瘋狂 拉布 的新條件
▼
下，有信心香港可以更好地發揮優勢。

董
▲建華呼籲市民團結一致，選出愛國愛港的治
港者，讓港人安居樂業。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建華昨日發表聲明，歡迎立法會正式
通過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
董建華表示，該條例草案正本清源，
為 「愛國者治港」 提供了堅實的基
礎；為 「一國兩制」 的行穩致遠，提
供了穩固的法律保障，符合香港市民
的意願，有利於香港市民的福祉。
董建華又表示，新的選舉制度是
一個新的開始，他呼籲全港市民團結
一致，支持新的選舉制度，選出愛國
愛港的治港者，讓香港人安居樂業，
並且帶領香港昂首闊步融入充滿機遇
的國家 「十四五」 規劃和大灣區發
展。

梁振英：香港可更好發揮優勢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昨指
出，立法會正式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條例草案》，他表示完全支持。
他認為，修訂相關條例符合 「愛國者治港」
的根本要求，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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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規定，符合
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地位，符合基本法規
定的立法會在香港政治體制中的職能，也符合香
港的實際情況。
梁振英強調，在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大前提下，在消除
立法會暴力和瘋狂拉布的新條件下， 「我有信心
香港可以更好地發揮優勢，更好地解決住屋等民
生問題，更好地維持社會長期繁榮穩定」 。

﹁
﹂



新選制優化立法會結構 擴大均衡參與

建制派：有助促進民生經濟發展
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
修訂）條例草案》後，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表聯合回應，
對通過草案感高興和振奮，亦促政府做好選舉籌備工作。
各建制派政黨亦表示完善後的選舉制度有利於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為香港帶來全新發展機遇。
大公報記者

促政府做好選舉籌備工作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表聯合聲
明表示，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選舉
委員會及立法會的組成更具廣泛代
表性，能全面均衡地反映社會各界
利益，維護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
確保立法會依法履職，提高特區管
治效能，有利促成社會合力解決深
層次問題，促進民生經濟發展。建
制派促請特區政府做好未來三場重
要選舉的相關籌備工作，並向公眾
廣泛宣傳新的選舉安排，確保選舉
順利進行。
民建聯指出，經完善後的選舉
制度有利於保障 「愛國者治港」 原
則的落實，有利於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和 「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
民建聯相信，完善選舉制度後，香
港社會將更加穩定，期望特區政府
抓緊機會，積極有為，推動社會變
革，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讓市民
安居樂業，共享發展成果。
工聯會認為，條例草案通過標
誌着香港 「一國兩制」 進入實踐新
階段，亦是優化了立法會結構，擴
大均衡參與，有利發展更優質民主
和凝聚社會共識。
工聯會期望特區政府繼續做好
把關工作，讓 「愛國者治港」 原則
充分貫徹落實，為打工仔樂業安居
創造有利條件。

常彧璠

新民黨感謝中央政府果斷為香
港做 「大手術」 ，做出 「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 的 「決定」 ，為香港撥
亂反正，確保香港政治安全。完成
完善選舉制度的立法工作後，香港
的民主發展將開啟新的模式，選舉
委員會及立法會新的構成將增加廣
泛及均衡參與，同時強化香港與國
家的聯繫，達至 「愛國者治港」 的
目標。

走出政治泥沼重回正軌
經民聯表示，條例草案的通過
標誌着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制
度已構建，將有助擴大社會均衡有
序的政治參與，貫徹 「愛國者治
港」 原則，亦有利於香港社會盡快
重回正軌，走出政治泥沼。經民聯
期望特區政府秉持克己兼聽的施政
態度，虛心聆聽社會各界聲音，帶
領七百萬港人同心協力再出發，邁
向一個良政善治、積極有為、市民
安居樂業的新局面。
自由黨相信，這套 「既富有香
港特色，又符合香港實際情況」 的
全新選舉制度，必能促使議會恢復
應有效率，特區政府落實行政主
導，集中精力以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使 「一國兩制」 更能行穩致
遠，令香港有更良好的營商環境，
使長治久安的香港更能發揮自身優
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人大代表：彰顯特區政府有擔當作為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多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強調，《2021年完善
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的通
過，標誌着中央重大決策在香港的全面落
地，而修改本地選舉法例工作的高效完
成，更彰顯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擔當
作為。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 可 讓 更 多 愛 國 愛
港者加入管治團隊。圖為二 一
○六
年立會選舉期間，市民投票情形。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官

洪為民
香港國安法的頒布落實和完善選舉制
度條例草案通過，從制度上確保將反中亂
港分子排除在特區管治體系之外。未來特
區政府應專注處理房屋、教育和產業轉
型，增強年輕人創新解難的能力。

梁君彥：新選制助議會回歸理性
【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
道：立法會昨日三讀通過《2021年
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通
過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條例草案，
實屬重要歷史時刻，標誌着香港確
切落實 「愛國者治港」 ，為香港政
制帶來重大發展，確保未來10個月
舉辦的三場選舉能有序進行。
梁君彥又認為，新選舉制度有
助建立回歸理性的議會，令議員務
實履行職能；又指香港政治光譜寬
闊，在落實 「愛國者治港」 後，相
信議會日後仍會有不同聲音，反映

▲各建制派政黨認為完善後的選舉制度，有利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港」 ，為香港帶來新發展機遇。

香港整體利益，呼籲有志為香港做
事的市民，積極參與未來三場選
舉。

陳亨利
選舉制度的完善，標誌着過往數年的
選舉亂象畫上句號， 「一國兩制」 的實踐
有了新的意義，不少市民表示 「飲得杯
落」 ，工商界感到 「鬆一口氣」 。他希
望，香港重拾平穩的政治環境後，特區政
府盡快交出成績表，密鑼緊鼓跟進選舉工
作，亦集中精力處理經濟民生問題，令香
港人 「有屋住」 、 「有生意做」 。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顏寶鈴
接下來，香港將迎來三場重要的選
舉，希望政府盡快向公眾宣傳推廣完善後

的選舉制度，做好選民登記及改善選舉措
施，確保選舉在公平、公正下順利舉行。
堅決把反中亂港勢力排除在香港特區政權
機關之外，提高特區治理效能，優化香港
的法治和營商環境，確保香港社會長期穩
定、繁榮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

蔡毅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實施、新的選
舉制度落地執行，香港將從之前的政治爭
拗、紛爭的泥潭中走出來。只要同心協力
抓好民生，聚精會神謀求發展，香港的前
景將更加美好，香港市民的生活必將更加
幸福。

政協委員：香港必將重新出發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多名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指出，完善選舉制度條
例草案按法定程序順利通過，貫徹落實人
大常委會決定和修法精神、吸納了香港社
會各界意見，充分體現過程的民主性、開
放性、進步性，亦標誌着中央重大決策在
香港全面落地。

全國政協常委
▲梁君彥表示，香港政治光譜寬
闊，相信議會日後仍會有不同聲
音，反映香港整體利益。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

林建岳
在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過程
中，特區政府與立法會通力合作，展現了
行政立法關係良性互動的新氣象。新選舉
制度的確立為香港創造一個長期穩定的發
展環境，有利於香港社會盡快重回正軌，
走出政治泥沼。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

全國政協常委

吳良好

胡定旭

完善選舉制度的本地立法順利通過，
是依法治港、撥亂反正的又一重大制度成
果，標誌着中央重大決策在香港全面落
地，香港將進入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
的 「一國兩制」 實踐新階段，開啟良政善
治新篇章。

立法會通過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
落實了 「愛國者治港」 ，確保香港特區自
始至終都能夠沿着基本法確立的 「一國兩
制」 軌道正確前行。他表示，這有助於本
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社會穩定向前發
展。

全國政協常委、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顧問

全國政協委員

周安達源

施清流

香港今後必將開啟良政善治的新篇
章，香港由亂轉治、由治及興指日可
待，一個繁榮穩定的新香港必將會重新
出發。

完善選舉制度條例草案按法定程序順
利通過，貫徹落實人大常委會決定和修法
精神、吸納了香港社會各界意見，充分體
現過程的民主性、開放性、進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