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考慮的議題 
 
行政長官的憲制及法律地位 
 
3.01 《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

長，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亦規定，行政長官領導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

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其他法律，並須執行中央人

民政府就《基本法》規定的有關事務發出的指令，以

及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中央授權的對外事

務和其他事務等。 
 
3.02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根據《憲法》設立的一個特別

行政區，行政長官除了是香港行政機關的首長，亦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特區，在中央與特區關

係中具有重要地位。從憲制架構上，行政長官作為國

家一個特別行政區的首長，除了對香港特區負責，亦

須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在「一國兩制」之下，行政

長官的憲制地位特殊及重要。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3.03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

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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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

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

目標。 
 
 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由此可見，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普

選產生辦法可分為「提名」、「普選」和「任命」三個

主要步驟。 
 

3.04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的《決定》： 
 

「201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

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以

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

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

員會可參照香港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

行規定組成。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若

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

選民普選產生行政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3.05 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4 年的《解釋》和 2007 年的《決

定》亦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

果未能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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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的現行組成和提名程序 
 
3.06 正如上文第 3.04 段所述，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的

《決定》訂明「提名委員會可參照《基本法》附件一

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 
 

3.07 根據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六次會議予以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修正案》，2012 年選舉第四任行政長官人選的選舉

委員會共 1 200 人，由下列四個界別人士組成－ 
 

工商、金融界 300 人 
 

專業界 300 人 
 

勞工、社會服務、宗教等界 300 人 
 

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的代

表、鄉議局的代表、香港特別行

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

政區全國政協委員的代表 

300 人 

 
3.08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按照《基本法》

附件一以及上述修正案的規定，就行政長官選舉，包

括選舉委員會的組成，訂定詳細的法例規定和程序。

選舉委員會的四個界別，由共 38 個界別分組組成，

詳情見 附件四。 
 

3.09 在投票制度方面，現時在選舉委員會 38 個界別分組

中，有 35 個界別分組的委員是透過得票最多者當選

方式選舉產生。至於其餘的三個界別分組，宗教界界

別分組（60 名委員）是由六個指定團體提名產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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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地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及立法會議員為當

然委員。 
 
3.10 根據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

六次會議予以批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修正案》，不少於 150 名(即八分一)的選舉委員會委

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人數不設上限。

每名委員只可提出一名候選人。 
 
可考慮的議題 
 
3.11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分

為三個主要步驟，即「提名」、「普選」和「任命」。

在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的《決

定》的前提下，在討論 2017 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時，我們可考慮以下重點議題－ 
 

(一)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 
 

(二)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三) 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 
 
(四) 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 
 
(五) 普選行政長官的投票安排； 
 
(六) 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與本地立法的銜接；以及 
 
(七) 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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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 
 
3.12 按照《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行政長官的普選模式，

必須是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

政長官候選人，然後由市民以普選方式產生行政長

官。現時，根據《基本法》附件一，行政長官由一個

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出。這與《基本

法》第四十五條的「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須遵

循的原則共同及一致。兩者的「廣泛代表性」亦應有

相同的涵義。故此，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必須符合「廣

泛代表性」的要求，而《基本法》附件一規定「具有

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具重要參考價值。 
 

3.13 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的《決定》進一步訂明提名

委員會可參照 3《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

現行規定組成。儘管全國人大常委會在 2007 年 12 月
通過《決定》時，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是 800 人（四個

界別的人數分別為 200 人），隨着特區政府就修改

2012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的建議方案在 2010 年
獲通過，2012 年的選舉委員會人數已由 800 人增至

1 200人（四個界別的人數分別由 200 人增至 300 人）。 
 

3.14 就提名委員會的人數和組成，我們可考慮－ 
 

(i) 是否按現行的選舉委員會四個界別的組成框架

3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在 2007 年 12 月 29 日政制發展座談會上談

及「參照」一詞的法律含義。在中國當時有效的 230 部法律中，共有 56 部

法律的 85 處使用了「參照」這樣一個詞。在這 85 處「參照」中，最通常

使用的含義，用通俗的語言來講，就是法律對一種情況作了具體規定，對

另一種類似情況沒有作具體規定，在這種情況下，法律通常規定參照適

用。所以這個「參照」既有約束力，又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作適當調整。這

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中明確提名委員會可參照選舉委員會組成，就是既

要保持選舉委員會由四大界別組成的基本要素，又可以在提名委員會的具

體組成和規模上繼續進行討論，有適當的調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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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提名委員會的組成？4、5  
 

(ii) 提名委員會的總體人數，是否維持目前選舉委員

會的 1 200 人，或應該有所增減？6 
 

(iii) 是否按現行選舉委員會的 38 個界別分組組成提

名委員會，是否增減界別分組的數目？ 
 

(iv) 如增加總體人數，應如何在四個界別之間分配新

增的委員議席？7 

4  最近有意見認為應保留四大界別，但可增加其選民基礎及認受性。亦有意

見認為應刪除某些選民基數較少的界別分組，或減少該些界別分組的議

席，以騰出議席，加入新的界別分組。此外，亦有意見認為應完全取消四

大界別，以全體區議員和／或全體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 
 
5  根據 2007 年 7 月發表的《政制發展綠皮書》第 3.12 段，當時有意見認為不

應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主要理據包括： 
(i) 《基本法》已清楚訂明立法會的職能，當中並無賦予立法會議員提名

行政長官的權力。由立法會提名行政長官不符《基本法》的設計； 
(ii) 根據《基本法》，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制衡。若行

政長官是由立法會提名，這將會影響行政機關發揮與立法會互相制衡

的作用，並不符合《基本法》立法原意； 
(iii) 《基本法》訂明提名委員會須具廣泛代表性，是要體現「均衡參與」

的原則。單單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並不一定能符合《基本

法》的立法原意；及 
(iv) 在起草《基本法》時已排除以立法會提名行政長官這方案，因為這並

不符合「行政主導」的原則。 
 
6  在 2005 至 2007 年間策略發展委員會下設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會就行政

長官普選可能模式進行討論，當中有部分委員建議提名委員會組成可參照

選舉委員會，但應把人數增至 1 500人。在 2005年處理 2007年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時，當時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建議 2007 年的選舉委員會由 800 人增

至 1 600 人，並將全數區議員納入選舉委員會之中。最近有一些團體和人

士認為提名委員會的總體人數應維持現行數目，即 1 200 人。也有意見建

議增至 1 500 人，甚至 1 600 人、2 000 人，或更多。但亦有意見認為提名

委員會人數及組成可以大幅縮減。 
 
7  最近有意見認為應把所有民選區議員加入提名委員會。此外，亦有意見認

為應在四大界別的基礎上增加新的界別或界別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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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如不增加總體人數，是否維持四個界別之間分配

的委員議席數目? 
 
(二) 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3.15 如提名委員會參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組成，我們可考

慮是否保持現有界別分組內的選民基礎，不需作出重

大改變。如果認為應在現行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上

進一步擴闊，我們可考慮如何擴闊提名委員會的選民

基礎。8 
 
(三) 提名委員會的產生辦法 
 
3.16 正如上文第 3.09 段所述，在現時 38 個界別分組當

中，有 35 個界別分組的委員是透過得票最多者當選

選舉產生，而宗教界界別分組由提名產生，香港地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及立法會議員則為當然委

員。 
 

3.17 如提名委員會參照目前的選舉委員會組成，就

2017 年提名委員會的界別分組選舉，我們可考慮－ 
 

(i) 是否繼續維持目前各個界別分組的投票、提名及

當然委員安排？ 
 

(ii) 如增加新的界別分組，該界別分組應採用那一種

制度產生委員？ 
 
 
 

8  最近有意見認為應透過將部分「公司／團體票」轉為「董事／行政人員／

屬會／個人票」。有意見認為部分界別分組應加入所有該界別分組的從業

員，以及把某些界別分組的有權表決會員轉為全部會員。亦有意見認為應

完全廢除「公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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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 
 
3.18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訂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

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全國人大常委

會 2007 年的《決定》亦訂明，「提名委員會須按照民

主程序提名產生若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3.19 從《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清晰可見，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的提名權只在於提名委員會，而且是實質提名

權。任何繞過提名委員會的提名程序，或削弱提名委

員會的實質提名權的建議，都可能被認為是不符合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 
 
3.20 此外，《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的《決定》亦說明了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由提

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產生（即是所謂「機構提

名」 9、10或「整體提名」），而並非是目前選舉委員會

選舉行政長官人選時以提名方式，由個別提名委員會

委員聯合提名產生。 
 

3.21 就提名委員會應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全國人

大常委會 2007 年的《決定》則訂明提名委員會須「提

名產生若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在考慮這課題時，

9  根據 2007 年 12 月發表的《政制發展綠皮書》公眾諮詢報告第 3.12 段，提

名委員會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要推舉出能夠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負責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因此，在考慮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

選人的方式時，我們須確保提名委員會作為提名機構能發揮其作用。 
 
10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在 2013 年 3 月 24 日的講話

中提及「提名委員會實際上是一個機構，由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一

種機構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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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同時考慮候選人是否有足夠的認受性、是否

能讓有意參選的人有公平的參與機會，以及是否確保

選舉是有競爭性。在 2007 年特區政府就行政長官普

選模式進行諮詢時，較多意見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

人數以 2 至 4 名為宜。 
 
3.22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程序須處理的議題包括－ 

 
(i) 提名委員會如何按照「民主程序」提名行政長官

候選人？11 
 

(ii) 「民主程序」如何體現「機構提名」的要求？ 
 

(iii) 提名委員會應提名多少名行政長官候選人？12 
 
 
 
 
 
 

11  最近有意見認為須取得過半數或一定數目的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才能成

為正式候選人；另有意見認為須得到各界別一定比例支持，才可成為候選

人；也有意見認為可透過一定數目提名委員會委員提名，或一定數目登記

選民推薦，成為「申請人」，再經提名委員會透過投票，產生正式候選人。

當中，有意見認為可採用類似現行選舉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方

式，收集提名委員會委員的支持；亦有建議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以獲得

最多提名委員會委員支持的若干名候選人，成為正式候選人。此外，亦有

建議認為可引入「正反票」方式，要成為候選人，其支持票須多於反對票。

有意見提出任何合資格的市民，只要取得一定數目的合資格選民提名，即

可直接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參與全港市民一人一票普選。有意見認為可

透過政黨提名。最近有意見認為應參考現時行政長官選舉，以八分之一為

提名門檻，亦有意見認為應放寬為十分之一，或獲得最多提名委員會委員

支持，同時超過某特定門檻的若干名人士，才可成為候選人。有意見認為

應設提名上限。 
 
12  有意見認為「若干名」應設為 2 至 4 名；有意見認為應至少 3 名；有意見

認為應設為 5 名；有意見認為數目與提名門檻掛鈎，或完全不設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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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普選行政長官的投票安排 
 
3.23 目前按照《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人選由 1 200 人

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的規定－ 
 
(i) 若只有一名候選人，仍要舉行選舉，而該名候選

人在選舉中，必須取得超過 600 支持票，才能在

選舉中當選為行政長官； 
 

(ii) 若屬有競逐的選舉（即有兩名或以上獲有效提名

的候選人參選），候選人必須取得超過 600 有效

選票，才能在選舉中當選為行政長官； 
 

(iii) 若屬有競逐的選舉，假如在第一輪的投票後沒有

候選人當選，除了得票最高及第二高的候選人可

進入下一輪投票外，所有其他候選人會被淘汰。

若第二輪投票結束後仍沒有候選人能取得超過

600 有效選票，選舉會被終止。 
 

3.24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 2007 年的《決定》，「提名委員

會須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若干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全體合資格選民普選產生行政

長官人選，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如 2017 年的行政

長官選舉以普選形式進行，選民基礎將擴大至香港全

體合資格選民，就此，須考慮－ 
 

(i) 是否只舉行一輪選舉（如以得票最多者當選的方

式選出行政長官，毋須要求候選人取得過半數有

效票)？ 
 

(ii) 是否規定候選人須取得超過半數有效票方可當

選（例如在第一輪選舉中，沒有候選人取得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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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有效票，獲得最高票的兩位候選人將進入第二

輪選舉。第二輪投票中得票較多的候選人當

選）？ 
 

(iii) 是否考慮其他投票制度，如按選擇次序淘汰制或

排序複選制？ 13、14 
 

(iv) 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況下，是否仍須進行投

票？ 
 
(六) 任命行政長官的程序與本地立法的銜接 
 
3.25 《基本法》第十五條規定－ 
 

「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四章的規定任命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的主要官員。」 
 
3.26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

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3.27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4 條訂明在以下情況，行政

長官職位即出缺－ 
 
(i) 行政長官任期屆滿； 

13  按選擇次序淘汰制或排序複選制：在候選人超過兩名的情況下，選民在選

票上按喜好排列其支持的候選者。點票時，首先依照選票上的第一選擇來

計算候選人的得票，得票最少的候選人將被淘汰，然後將其得票依第二選

擇重新分配給其他候選人，按票數再排序後，再將最少票的候選者排除，

並將其選票分配給餘下的候選人，如此類推，直至有候選人取得過半數選

票為止。 
 
14  有意見認為應採用「支持」及「反對」票，候選人獲得的「支持」票須多

於「反對」票，方能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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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行政長官去世；或 
 

(iii) 中央人民政府依照《基本法》免除行政長官職務。 
 
3.28 行政長官通過選舉產生後，仍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

命，才能成為行政長官，這是法律規定的必經程序。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

區域，行政長官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這種任命決

定權，具體體現了國家主權。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

行政長官並不是形式上的任命，是實質任命。中央人

民政府有權任命，也有權不任命。 
 
3.29 現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11 條訂明在某些情況

下定出行政長官補選的新投票日。《條例》第 11(3)條
只特別訂明就行政長官當選人未能在 7 月 1 日就任行

政長官的情況下，規定於在任行政長官任期屆滿後

120 日(或緊接的星期日)進行補選。但現行《條例》

並沒有任何條款處理一旦在7 月 1日前行政長官當選

人不獲中央任命的重選安排。鑒於上述憲制性規定安

排，須考慮是否修改現行《條例》加入在這種情況發

生後的重選安排。 
 

(七) 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3.30 目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容許政黨成員競逐行政長

官，惟他們須在獲提名時聲明他們是以個人身份參

選。倘若有政黨成員當選，必須在當選後七個工作日

內，公開作出法定聲明，表明不再是任何政黨的成

員，並書面承諾，不會在任期內加入任何政黨，也不

會受任何政黨的黨紀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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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在 2009 年年底至 2010 年初第三屆特區政府就

2012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進行公眾諮詢期間，過半數

受訪市民認為應該維持行政長官不能夠有政黨背景

的規定。另在收集到的相關書面意見中，有明顯較多

意見認為應維持行政長官不得有任何政黨背景的規

定。不過，在當時的立法會內，大部分提出相關意見

的黨派和議員都建議取消目前的規定。 
 

3.32 其後，特區政府決定 2012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不改變

有關規定，但同意長遠可作檢討。 
 

3.33 由於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是從本地法律層

面訂定，我們可以在處理《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

訂諮詢時，才考慮應否維持或改變這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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