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五 
 

18 區區議會就普選行政長官通過的相關動議全文 
 

區議會及 
會議日期 

 

動議全文 
 

沙田區議會 
(2015年 1月 22日) 

 

「本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落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讓全港五百萬合

資格選民可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選

特首；為此，沙田區議會呼籲社會各界

積極參與第二輪的政改諮詢工作，並促

請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政制邁

出重要一步。」 
 

東區區議會 
(2015 年 2 月 5 日) 

「東區區議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展開的

政改第二輪諮詢，反對行政長官選舉方

法原地踏步，促請社會各界在符合《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定，

盡快就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方法達成

共識，推動香港民主的發展。」 
 

北區區議會 
(2015年 2月 12日) 

 

「本會支持依法按照《基本法》及全國

人大常委的《決定》，如期於 2017 年落

實廣大市民期待已久的普選行政長官，

讓全港五百多萬名合資格選民可以一人

一票選出下一任行政長官，勿使政制發

展原地踏步。為此，本會呼籲社會各界

以和平、理性、務實、互相尊重的態度

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工作，尋求共識，

如期依法落實普選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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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區議會 
(2015年 2月 12日) 

 

「本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落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讓全港五百多萬

名合資格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呼

籲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第二輪的政改諮詢

工作，並促請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讓

香港政制邁出重要一步。」 
 

離島區議會 
(2015年 2月 16日) 

「離島區議會支持政府按《基本法》和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如期於

2017 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讓香港民主

發展向前邁進一大步。社會普遍認同，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是中央和香港市

民的共同願望。本會呼籲社會各界以和

平、理性、務實的態度討論，尋求共識，

充份利用特區政府第二輪諮詢的機會，

表達香港市民對如期依法落實 2017 年
普選行政長官的訴求。」 
 

荃灣區議會* 

(2015年 2月 17日) 
「荃灣區議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依

法落實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讓全港五

百多萬合資格選民於 2017 年以『一人一

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本會現促請立

法會通過政制方案，以務實理性的態度

推進香港的政制發展。」 
 

元朗區議會 
(2015年 2月 17日) 

 

「元朗區議會促請社會各界，尤其是各

立法會議員，必須按照《基本法》及《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以平和理性、務

實穩建的態度討論，尋求共識，讓 500 萬
合資格選民，能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

選出下任行政長官，不讓政制發展原地

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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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會 
(2015年 2月 26日) 

 

「本區議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國

人大常委會就普選問題的決定，如期於

2017 年落實普選行政長官，讓全香港合

資格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呼

籲社會各界在互相尊重的情況下，積極

務實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的討論，凝聚

共識，共同促請立法會如期通過政改方

案，令香港政制邁進重要一步。」 
 

西貢區議會 
(2015 年 3 月 3 日) 

 

「 讓 全 港 五 百 萬 合 資 格 選 民 可 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任行政長

官，不要讓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屯門區議會 
(2015 年 3 月 3 日) 

 

「根據基本法及人大常委會的相關決

定，如期於 2017 年落實廣大市民期盼已

久的行政長官選舉。屯門區議會呼籲社

會各界以理性、務實、互相尊重的態度，

討論尋求共識，讓五百萬合資格選民可

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普選下任行政長

官，不要讓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觀塘區議會 
(2015 年 3 月 3 日) 

 

「觀塘區議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落

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呼籲社會各界

積極參與第二輪的政改諮詢工作，並促

請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讓香港政制向

前發展。」 
 

灣仔區議會 
(2015 年 3 月 3 日) 

 

「灣仔區議會議決：呼籲社會各界以和

平、理性、務實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討論

尋求共識，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相關決定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任行政

長官，不要讓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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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議會 
(2015 年 3 月 5 日) 

 

「本會支持依法按照《基本法》及全國

人大常委的《決定》，如期於 2017 年落

實普選行政長官，讓全港五百多萬名合

資格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莫使政

制發展原地踏步。有見及此，大埔區議

會呼籲社會各界以和平、理性、務實的

態度參與第二輪政改諮詢工作，並促請

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如期依法落實普

選行政長官，推動香港民主的發展。」 
 

深水埗區議會# 

(2015年 3月 10日) 
 

「深水埗區議會支持依照《基本法》及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如期於

2017 年落實廣大市民期盼已久的普選行

政長官，讓  500 萬合資格的選民可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選出下任行政長

官。我們呼籲社會各界以理性務實、互

相尊重的態度，尋求共識，並促請立法

會通過政改方案，落實 2017 年普選行政

長官，不要讓政制發展原地踏步。」 
 

葵青區議會# 
(2015年 3月 12日) 

 

「葵青區議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依

法落實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讓全港五

百多萬合資格選民於 2017 年以『一人一

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本會現促請立

法會通過政制方案，以務實理性的態度

推進香港的政制發展。」 
 

黃大仙區議會# 

(2015年 3月 17日) 
 

「本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落實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讓全港五百多萬

名合資格選民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為

此，本會呼籲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第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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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改諮詢工作，並促請立法會通過政

改方案，讓香港政制邁出重要一步。」 
 

中西區區議會# 
(2015年 3月 19日) 

 

「中西區區議會支持特區政府按照『基

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落

實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讓 500 萬合資

格選民可於 2017 年以『一人一票』選出

下任行政長官，不要讓政制發展原地踏

步。」 
 

南區區議會# 

(2015年 3月 19日) 
 

「南區區議會支持按照《基本法》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依

法落實 2017 年行政長官普選，讓全港五

百多萬合資格選民於 2017 年以『一人一

票』方式選出行政長官。」 
 

* 特別會議 
# 有關區議會會議在諮詢期結束（2015 年 3 月 7 日）後舉行 

 
 
有關  18 區區議會會議的會議記錄，請參閱區議會網頁

(www.districtcouncils.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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