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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的产生办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1年 3月
30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
法》予以公布，自2021年 3月 31日起
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30日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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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21年3月30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
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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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公布，
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1年3月30日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七十六号）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30日上午主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
后，栗战书作了讲话。

栗战书指出，本次常委会会议全票
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
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和新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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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委会组成人员
一致认为，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
幕不久，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行动，专
门召开会议，行使全国人大授予的相关
立法职权，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
件二，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通过“决定+修法”，圆满完成了党中央
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大立法任务，
彰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
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
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坚定决
心和共同意志。

栗战书说，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
认为，完善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
进行重新建构并增加赋权，调整和优
化选举委员会的规模、组成和产生办
法，继续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
长官，并赋予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较
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和直接参与提名
全部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新职能，建
立健全有关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机制
等，形成了一套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

实际情况的民主选举制度。这些宪制
性制度安排，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
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
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
自治权结合起来，全面落实“爱国者
治港”这一根本原则，具有坚实的政
治基础、法治基础和民意基础，对于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维
护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特别
行政区宪制秩序，确保“一国两制”方
针不会变、不动摇和“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确保香港
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
意义。

栗战书指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行政长官落实全
国人大有关决定和修订后的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附件二，都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香港特别行政区要依法及时修改
香港特别行政区本地有关法律，抓紧落
实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有
关事宜，依法组织、规管相关选举活
动。有关方面要加强宣传阐释工作，讲
清讲透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的重要性、必要性、合法性，为法律实施
营造良好政治和舆论环境。

栗战书强调，随着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完善和实施，随着“爱国者
治港”原则的有效贯彻，中央对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将得到有效落
实，香港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将显著提
高，香港各种深层次问题将得到有效解
决，香港将实现长治久安，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栗战书主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闭幕会并作讲话强调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
确保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一、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
性、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
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委员会根据本
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二、选举委员会委员共1500人，由
下列各界人士组成：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300人
第二界别：专业界300人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300人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

代表等界300人
第五界别：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

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
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
300人

选举委员会委员必须由香港特别
行政区永久性居民担任。

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三、选举委员会各个界别的划分及

名额如下：
第一界别设十八个界别分组：工业

界（第一）（17席）、工业界（第二）（17
席）、纺织及制衣界（17席）、商界（第一）
（17席）、商界（第二）（17席）、商界（第
三）（17席）、金融界（17席）、金融服务
界（17席）、保险界（17席）、地产及建造
界（17席）、航运交通界（17席）、进出口
界（17席）、旅游界（17席）、酒店界（16
席）、饮食界（16席）、批发及零售界（17
席）、香港雇主联合会（15席）、中小企业
界（15席）。

第二界别设十个界别分组：科技创
新界（30席）、工程界（30席）、建筑测量
都市规划及园境界（30席）、会计界（30
席）、法律界（30席）、教育界（30席）、体
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30席）、医学及
卫生服务界（30席）、中医界（30席）、社
会福利界（30席）。

第三界别设五个界别分组：渔农界
（60席）、劳工界（60席）、基层社团（60
席）、同乡社团（60席）、宗教界（60席）。

第四界别设五个界别分组：立法会

议员（90席）、乡议局（27席）、港九分区
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
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76席）、“新界”分
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
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80席）、内地
港人团体的代表（27席）。

第五界别设两个界别分组：香港特
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全国政协委员（190席）、有关全国
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110席）。

四、选举委员会以下列方式产生：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

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
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立法会
议员、大学校长或者学校董事会或者校
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工程界（15席）、建
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15席）、教育
界（5席）、医学及卫生服务界（15席）、
社会福利界（15席）等界别分组的法定
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人，是
相应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

除第五界别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
协委员也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选举
委员会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委员。如
果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或者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登记为
选举委员会其他界别分组的委员，则其
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该界别分组
按照本款第三项规定产生的选举委员
会委员的名额相应减少。香港特别行
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国政协委员登记为选举委员会有关
界别分组的委员后，在该届选举委员会
任期内，根据上述规定确定的选举委员
会各界别分组按照本款第一、二、三项
规定产生的委员的名额维持不变。

（二）宗教界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
会委员由提名产生；科技创新界界别分
组的部分委员（15席）在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产生；会计界
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15席）在国家财

政部聘任的香港会计咨询专家中提名
产生；法律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9
席）在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
生；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界别分组的
部分委员（15席）由中国香港体育协会
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和香港出版总会分
别提名产生；中医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
员（15席）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香
港理事中提名产生；内地港人团体的代
表界别分组的委员（27席）由各内地港
人团体提名产生。

（三）除本款第一、二项规定的选举
委员会委员外，其他委员由相应界别分
组的合资格团体选民选出。各界别分
组的合资格团体选民由法律规定的具
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团体或企业构
成。除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法列明者
外，有关团体和企业须获得其所在界别
分组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年以上方
可成为该界别分组选民。第四界别的
乡议局、港九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
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
表、“新界”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
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和
第五界别的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
的代表等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
可由个人选民选出。选举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须获得其所在界别分组5个选
民的提名。每个选民可提名不超过其
所在界别分组选举委员会委员名额的
候选人。选举委员会各界别分组选民
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
生该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

上款规定涉及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
具体产生办法，包括有关界别分组的法
定机构、咨询组织、相关团体和合资格团
体选民的界定、候选人提名办法、投票办
法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五、选举委员会设召集人制度，负
责必要时召集选举委员会会议，办理有
关事宜。总召集人由担任国家领导职
务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担任，总召集人在

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各指定若干名召
集人。

六、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不少于
188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上述
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
须不少于15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
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七、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单，
经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
候任人，行政长官候任人须获得超过
750票。具体选举办法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
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人的资
格。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
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
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选举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人
是否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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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
出判断，并就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条
件者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
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
查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书作出的选
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选
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起诉讼。

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措
施，依法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依法行使本办法的修改权。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修改前，以适
当形式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十一、依据本办法产生的选举委员
会任期开始时，依据原办法产生的选举
委员会任期即告终止。

十二、本办法自2021年 3月 31日
起施行。原附件一及有关修正案不再
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修正
2021年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
届90人，组成如下：

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
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
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
上述选举委员会即本法附件一规

定的选举委员会。
二、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候选人

须获得不少于10名、不多于20名选举
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每个界别参与提
名的委员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任何
合资格选民均可被提名为候选人。每名
选举委员会委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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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功能团体选举设以下二十八个
界别：渔农界、乡议局、工业界（第一）、
工业界（第二）、纺织及制衣界、商界（第
一）、商界（第二）、商界（第三）、金融界、
金融服务界、保险界、地产及建造界、航
运交通界、进出口界、旅游界、饮食界、
批发及零售界、科技创新界、工程界、建
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会计界、法
律界、教育界、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

医疗卫生界、社会福利界、劳工界、香港
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
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
代表界。其中，劳工界选举产生三名议
员，其他界别各选举产生一名议员。

乡议局、工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
划及园境界、会计界、法律界、教育界、
医疗卫生界、社会福利界、香港特别行
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
等界别的议员，由个人选民选出。其他
界别的议员由合资格团体选民选举产
生，各界别的合资格团体选民由法律规
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团体或
企业构成。除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法
列明者外，有关团体和企业须获得其所
在界别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年以上
方可成为该界别选民。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界别不少于10
个、不多于20个选民和选举委员会每
个界别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委员的
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在功能团
体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各界别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
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立法会议员。

各界别有关法定团体的划分、合资

格团体选民的界定、选举办法由香港特
别行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四、分区直接选举设立十个选区，
每个选区选举产生两名议员。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选区不少于
100个、不多于200个选民和选举委员
会每个界别不少于2名、不多于4名委
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在分
区直接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投
票选择一名候选人，得票多的两名候选
人当选。

选区划分、投票办法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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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
情况，就立法会议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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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
不符合上述法定要求和条件者向香港
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出
具审查意见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
查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书作出的立
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
提起诉讼。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措
施，依法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香港特别
行政区立法会对法案和议案的表决采
取下列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
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

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
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选
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功能团体
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
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依法行使本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
序的修改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作出修改前，以适当形式听取香
港社会各界意见。

九、本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
序自2021年3月31日起施行。原附件
二及有关修正案不再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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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8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备案修正
2021年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新华社记者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 30 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标志着在
国家层面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的立法工作完成。这是继
香港国安法出台后，中央依法治港的
又一重大举措，旨在构建一套符合香
港实际情况、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选
举制度，确保落实“爱国者治港”原
则，推进香港民主稳步发展、实现良
政善治，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和进
步性。

本次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
选举制度，充分体现“一国两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和依法治港
原则，完全符合“一国两制”初心使
命。确保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掌
握在爱国者手里，排除反中乱港分子
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才能避免
香港再度陷入“修例风波”那样的政
治乱局和社会动荡，保护广大市民权
利自由和利益福祉，维护香港长治久
安。中央在宪法、基本法确定的轨道
上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有
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有利于“一国
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是维护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的治
本之策，是立足香港实际情况作出的
适当选择，是提高特别行政区治理效
能的必由之路，得到了香港同胞广泛
赞同和积极支持。

坚持“爱国者治理”原则是世界
各国通行的做法，美国、英国、德国、
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均对
公职人员的爱国立场和相应政治资
格作出严格要求。全国人大作出有
关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
修订案，正当性毋庸置疑。纵观此次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全过
程，中央有关部门严格遵守法定程
序，充分听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
社会各界意见，新的选举制度中充分
吸收了香港广大市民的意见。香港
社会各界“撑全国人大决定 完善选
举制度”连线活动收集到逾 238 万个
签名，彰显民意不可阻挡。毫无疑
问，全国人大作出有关决定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有关修订案，具有坚实
的政治、法律和民意基础。

此次以扩大代表性的方式循序
渐进发展香港民主制度，具有明显的
进步性。其一，体现了选举制度的广
泛代表性。例如，选举委员会新增中
小企业、基层社团、同乡社团、内地港
人团体的代表，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
成员的代表等界别分组，使得选举委
员来源的社会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有
利于实现香港社会政治参与的公正
性。将选举委员会人数由 1200 人增
至 1500 人，将立法会议席由 70 席增
至 90 席，增幅均超过两成，代表性更
加广泛，大大拓展了香港居民的政治
参与度，体现了中央在香港更大范围
实现选举民主参与的决心和诚意。

其二，体现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均
衡参与。此次修法优化了立法会结
构，将议员分成选举委员会选举、功
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三种方式
产生，有利于把各方面代表吸收到立
法会来，更能体现代表性、均衡性。
由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在立
法会中占据较大比例，能更好代表香
港整体利益。相关规定还突破了某
个界别、地区或团体利益的局限性，
使各阶层、各界别、各方面都能在特
别行政区管治架构中得到充分代表，
保障了最广大香港居民的民主权利，
有利于提升民主质量，发展优质民
主，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

其三，体 现 了 提 高 特 别 行 政 区
治理效能的原则。此次修法规定了
选举委员会、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
会选举的核心要素，重点是重构选
举委员会并增加其职能。由选举委
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候任人和部
分立法会议员，有利于在立法会内
形成稳定支持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的
力量，有利于保持行政机关和立法
机关顺畅沟通，形成积极健康的政
治文化，有利于真正实现基本法关
于特别行政区实行行政主导政治体
制的制度原意，提升特别行政区治
理效能。

其四，体现了落实“爱国者治港”
的要求。新的选举制度将设立香港
特 别 行 政 区 候 选 人 资 格 审 查 委 员
会，负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
员候选人、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
会 议 员 候 选 人 的 资 格 。 设 置 这 一

“安全阀”是确保“爱国者治港”原则
的具体化、制度化，旨在切实维护国
家安全，为香港政治制度平稳运行
保驾护航。

本次修改完善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使香港居民的政治参与空间和
方式得到拓展，是一种结构性优化。
对香港选举制度进行整体升级加固，
在保持民主一定“量”的同时，着重提
高“质”，追求的是民主的实质进步，
这完全符合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长
远利益，符合广大市民的共同利益与
普遍期待。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
功。”修改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
制度在“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具有
重要里程碑意义。宪制层面的立法
工作已经完成，后续香港特别行政
区还有一系列待完成的紧迫任务。
下一步，香港特别行政区应严格依
据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关修订案，尽快完成修改本
地相关立法的工作。选举制度得以
完 善 后 ，香 港 将 能 够 走 出“ 政 治 泥
沼”，从爱国者中选贤任能，凝心聚
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更好融入
国家发展中扬帆远航，创造新的动
人传奇。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推进民主稳步发展
实现香港良政善治

——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正当性和进步性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国
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单行本，
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
新华书店发行。

该 单 行 本 收 录 了《中 国 共 产

党 组 织 处 理 规 定（试 行）》全 文 、
中 央 组 织 部 负 责 人 就 印 发《中 国
共 产 党 组 织 处 理 规 定（试 行）》
答 记 者 问 和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文
章。

《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
（试行）》单行本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