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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饮食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6 选举 16 ✓ 根据《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第 132

章)发出的食物业牌照的持有人，并符

合以下说明的团体1 —— 

(i) 有权在香港餐务管理协会有限公

司的董事会表决； 

(ii) 有权在现代管理(饮食)专业协会

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表决；或 

(iii) 有权在香港饮食业联合总会有限

公司的董事局表决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1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2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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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63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4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5。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3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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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6：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7：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8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9；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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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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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0。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1。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2。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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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3。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4。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5。无论如何，

                                                      
1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1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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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6。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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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商界(第一)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属香港总商会的团体成员及有权在该

会的理事会表决17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8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17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18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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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19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0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1。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2：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19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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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3：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4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5；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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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2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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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6。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7。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8。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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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9。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30。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31。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32。 

                                                      
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3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3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329 附录三 (A)   

(⻚数 10/97)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330 附录三 (A)   

(⻚数 11/97)  

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商界(第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属香港中华总商会的团体成员及有权

在该会的会董会表决33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34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33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34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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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35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36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37。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38： 

                                                      
35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3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3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3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332 附录三 (A)   

(⻚数 13/97)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39：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40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41；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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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3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4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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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42。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43。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44。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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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45。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46。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47。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48。 

                                                      
4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4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4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4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4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4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4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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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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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商界(第三)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属香港中国企业协会的团体成员及有

权在该会的会董会表决49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50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49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50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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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51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52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53。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54： 

                                                      
51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5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5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5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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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55：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56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57；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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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5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5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5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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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58。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59。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60。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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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61。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62。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63。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64。 

                                                      
5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5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6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6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6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6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6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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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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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香港雇主联合会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5 选举 15  ✓ 属香港雇主联合会的团体成员及有权

在该会的咨议会或理事会表决65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66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65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条，这些团体的团体成员，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

为有关界别分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内一直是该团体的团体成员并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

为该界别分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66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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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  选任委员数目：1567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68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69。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70：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67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6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7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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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71：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2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73；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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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74。 

                                                      
7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7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73   同上。 
7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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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75。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76。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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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77。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78。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79。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80。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7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7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7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7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7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8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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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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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金融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a) 《银行业条例》(第 155 章)所指

的银行81； 

(b) 《银行业条例》(第 155 章)所指

的有限制牌照银行82；或 

(c) 《银行业条例》(第 155 章)所指

的接受存款公司83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84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81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条，这些团体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为该界别

分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为有关指明实体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团体投票

人。 
82  同上。 
83  同上。 
84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條，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訂明的條件，有資格

登記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別分組的指明實體；及(B)(如該人屬自然人)有資格登記為某地方

選區的選民並已提出如此登記的申請，或已在現有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中登記並有資格登記

為某地方選區的選民，並且沒有喪失該資格。 



 346 附录三 (A)   

(⻚数 27/97)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1785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86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87。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88： 

                                                      
85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8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8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8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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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89：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90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91；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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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8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9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9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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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92。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93。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94。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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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95。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96。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97。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98。 

                                                      
9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9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9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9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9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9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9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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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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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金融服务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a)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571

章)获发牌，并符合以下说明的团

体99 —— 

(i) 有权在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

有限公司的指明单位(即由

该公司的主席所指明的理事

会或董事会)表决； 

(ii) 有权在香港证券学会有限公

司的董事局表决； 

(iii) 有权在证券商协会有限公司

的董事局表决； 

(iv) 有权在香港证券业协会有限

公司的董事会表决； 

(v) 有权在香港网上经纪协会有

限公司的执行委员会表决； 

(vi) 有权在香港专业财经分析及

评论家协会有限公司的理事

会表决； 

(vii) 有权在香港证券及期货专业

总会的理事会表决；或 

(viii)有权在香港中资期货业协会

                                                      
99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条，这些团体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为该界别分

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为有关指明实体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位

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会

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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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表决；或 

 

(b) 有权在金银业贸易场的理监事会

表决的团体100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01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102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100  同上。 
101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102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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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03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04。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05：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10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0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0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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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06：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07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08；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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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09。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10。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10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0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08   同上。 
10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1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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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11。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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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12。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13。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14。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15。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1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1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1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1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1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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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酒店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6 选举 16  ✓ (a) 属香港酒店业主联会的团体成

员；及 

(b) 有权在该会的大会上表决116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17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116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117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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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6118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19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20。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21： 

                                                      
118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11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2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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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22：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23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24；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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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1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2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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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25。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26。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27。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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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28。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29。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30。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31。 

                                                      
12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12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2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2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3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3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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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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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进出口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属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的团体成员及

有权在该会的会董会表决132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33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132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13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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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134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35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36。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37： 

                                                      
134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13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3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3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362 附录三 (A)   

(⻚数 43/97)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38：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39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40；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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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13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3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4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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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41。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42。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43。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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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44。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45。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46。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47。 

                                                      
14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4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14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4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4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4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4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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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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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工业界(第一)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属香港工业总会的团体成员及有权在

该会的理事会表决148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49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148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149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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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17150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51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52。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53： 

                                                      
150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15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5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5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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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54：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55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56；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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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15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5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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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57。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58。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59。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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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60。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61。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62。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63。 

                                                      
15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5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15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6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6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6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6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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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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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工业界(第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属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的团体成员及

有权在该会的会董会表决164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65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164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165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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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166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67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68。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69：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166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16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6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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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70：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71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72；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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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73。 

                                                      
17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7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72    同上。 
17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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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74。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75。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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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76。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77。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78。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79。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17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17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7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9B 条。 
17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7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7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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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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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保险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根据《保险业条例》(第 41 章)获授权

或当作获授权的保险人180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81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182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180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 
181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182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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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83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84。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85：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18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8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8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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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86：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87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88；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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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89。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90。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18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8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拥

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88  同上。 
18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9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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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91。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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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92。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93。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94。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95。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9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9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9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9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9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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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地产及建造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a) 属香港地产建设商会的团体成员

及有权在该会的会董会或执行委

员会表决196； 

(b) 属香港建造商会有限公司的团体

成员及有权在该公司的理事会表

决197；或 

(c) 属香港机电工程商协会有限公司

的团体成员及有权在该公司的会

董会表决198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196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197  同上。 
19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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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99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200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01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199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200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0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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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02。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203：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04：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05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20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0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20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0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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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违反指明誓言206；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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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07。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08。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09。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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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10。 

                                                      
206   同上。 
20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0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0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1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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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11。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12。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13。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1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1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1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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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中小企业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5 选举 15  ✓ (a) 属全港各区工商联有限公司的团

体成员及有权在该公司的会董局

表决214； 

(b) 属香港中小型企业总商会有限公

司的团体成员及有权在该公司的

理事会表决215；或 

(c) 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有限公

司的团体成员及有权在该公司的

会董会表决216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214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條，其中規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況，則某團體(首述團體)亦視為有權在另一團體的指明單位表決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215  同上。 
2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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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17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5218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19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217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218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1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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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20。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21：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22：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23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22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2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2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387 附录三 (A)   

(⻚数 68/97)  

(i)  违反指明誓言224；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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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25。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26。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27。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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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28。 

                                                      
224    同上。 
22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2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2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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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29。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30。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31。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2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3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3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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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纺织及制衣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a) 属香港纺织业联会有限公司的团

体成员及有权在该公司的理事委

员会表决232；或 

(b) 属香港纺织商会有限公司的团体

成员及有权在该公司的会董会表

决233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34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232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條，其中規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況，則某團體(首述團體)亦視為有權在另一團體的指明單位表決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233  同上。 
234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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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235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36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37。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235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3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3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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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238：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39：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40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41；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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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23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4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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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42。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43。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44。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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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45。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46。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47。无论如

                                                      
24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4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4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4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4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4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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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48。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4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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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旅游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a) 符合以下说明的团体 —— 

(i) 属领有《旅行代理商条例》(第

218 章)第 2 条所界定的牌照的

旅行代理商；及 

(ii) 属 —— 

(A) 香港旅游业议会的团体

成员，并有权在该会的理

事会表决249； 

(B) 香港中国旅游协会有限

公司的团体成员，并有权

在该公司的理事会表决
250； 

(C) 国际华商观光协会有限

公司的团体成员，并有权

在该公司的执行委员会

表决251； 

(D) 香港华商旅游协会有限

公司的团体成员，并有权

在该公司的执行委员会

                                                      
249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

為有關界別分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

為該界別分組的团体投票人。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250  同上。 
25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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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252； 

(E) 香港外游旅行团代理商

协会有限公司的团体成

员，并有权在该公司的执

行委员会表决253； 

(F) 香港旅行社协会有限公

司的团体成员，并有权在

该公司的执行委员会表

决254； 

(G) 港台旅行社同业商会的

团体成员，并有权在该会

的理事会表决255； 

(H) 香港日本人旅客手配业

社协会有限公司的团体

成员，并有权在该公司的

执行理事会表决256；或 

(I) 国际航空协会审订旅行

社商会有限公司的团体

成员，并有权在该公司的

执行委员会表决257；或 

 

(b) 属香港航空公司代表协会的团体

成员及有权在该会的执行委员会

表决258  

 

  

                                                      
252  同上。 
253  同上。 
254  同上。 
255  同上。 
256  同上。 
257  同上。 
2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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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59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260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61 —— 

(a) 年满 18 岁； 

                                                      
259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260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6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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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62。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63：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26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6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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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64：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65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66；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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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67。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68。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26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6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66   同上。 
26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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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69。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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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70。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71。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72。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73。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6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7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7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7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7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400 附录三 (A)   

(⻚数 81/97)  

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航运交通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以下列明团体： 

1. 停车管理及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 机场管理局 

3. 香港驾驶教师从业员协会 

4. 新界电召的士联会有限公司 

5. 快易通有限公司 

6. 香港运输物流学会 

7. 招商局船务企业有限公司 

8. 珠江船务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9. 全记渡有限公司 

10. 全利电召的士联会有限公司 

11. 城巴有限公司 

12. 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 

13. 中远——国际货柜码头(香港)有

限公司 

14. 城市的士车主司机联会有限公司 

15. 信德中旅喷射飞航(广州)有限公

司 

16. 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17. 汽车驾驶教授商会有限公司 

18. 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 

19. 早兴有限公司 

20. 远东水翼船务有限公司 

21. 发记运输有限公司 

22. 新界的士商业联谊会 

23. 友联的士车主联谊会 

24. 绿色专线小巴(绿专)总商会有限

公司 

25. 货车车队联会有限公司 

26. 车马乐的士联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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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海港货柜服务有限公司 

28. 汉华小巴商会有限公司 

29. 香港空运货站有限公司 

30. 港九小轮有限公司 

31. 港九教授货车大小巴士同业会有

限公司 

32. 港九电船拖轮商会有限公司 

33. 港九电召的士车主联会有限公司 

34. 港九利莱无线电召车中心有限公

司 

35. 香港货运物流业协会有限公司 

36. 香港汽车会 

37. 香港货船业总商会有限公司 

38. 香港商用车辆驾驶教师协会 

39. 香港集装箱货仓及物流服务联会

有限公司 

40. 香港货柜车主联会有限公司 

41. 香港教车协会 

42. 港粤运输业联会有限公司 

43. 香港海事科技学会 

44. 香港九龙新界公共专线小型巴士

联合总商会 

45. 香港的士商会有限公司 

46. 香港定期班轮协会 

47. 香港汽车驾驶教师联会有限公司 

48. 香港领港会有限公司 

49. 香港公共及专线小巴同业联会 

50. 香港装卸区同业总会有限公司 

51. 香港专线小巴持牌人协会 

52. 香港驾驶学院有限公司 

53. 香港航运物流协会有限公司 

54. 香港船东会有限公司 

55. 香港航运界联谊会有限公司 

56. 香港航业协会 

57. 香港物流管理人员协会 

58. 香港船务起卸业商会 

59. 香港无线电的士联谊会 

60. 香港电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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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香港运输仓库码头业联谊会 

62. 香港油麻地小轮船有限公司 

63.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64. 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有限公司 

65. 海运学会 

66. 运输管理学会(中国香港) 

67. 九龙凤凰小巴商工总会有限公司 

68. 九龙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69. 九龙汽车驾驶教师公会有限公司 

70. 九龙公共小型巴士潮籍工商联谊

会 

71. 九龙的士车主联会有限公司 

72. 九龙重型货车联合商会有限公司 

73. 佳柏停车场有限公司 

74. 蓝田惠海小巴商会 

75. 大屿山的士联会 

76. 鲤鱼门高超道公共小巴商会有限

公司 

77. 落马洲中港货运联会 

78. 龙运巴士有限公司 

79. 敏记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80. 海上游览业联会有限公司 

81. 海事汇报研究会有限公司 

82.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83. 香港商船高级船员协会 

84. 美城停车场有限公司 

85. 中流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86. 混凝土车司机协会 

87. 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 

88. 新界新田公共小型巴士(17)车主

商会 

89. 新界的士商会有限公司 

90. 新界的士车主司机同业总会 

91. 西北区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 

92. 新大屿山巴士(1973)有限公司 

93. 新界货运商会有限公司 

94.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95. 北区的士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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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全港司机大联盟 

97. 公共及私家小型巴士教师公会 

98. 装卸区同业联会 

99. 公共小型巴士总商会 

100. 公共巴士同业联会有限公司 

101. 营业车联谊会 

102. River Trade Terminal Co. Ltd. 

103. 三号干线(郊野公园段)有限公司 

104. 西贡的士工商联谊会有限公司 

105. 环球货柜码头香港有限公司 

106. 信佳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107.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108. 新兴的士电召联会 

109. 新界四海合众的士联会有限公

司 

110. 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有限公司 

111. 的士同业联会有限公司 

112. 交通基建管理有限公司 

113. 屯门公共小型巴士商会 

114. 东义造船业总商会有限公司 

115. 联友的士同业联会有限公司 

116. 伟发的士车主联会有限公司 

117. 惠益港九及新界的士车主联谊

会 

118. 西岸国际(车场)有限公司 

119. 香港西区隧道有限公司 

120. 威信(香港)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121. 荣利无线电车商会有限公司 

122. 荣泰车主及司机联会有限公司 

123. 梧港船务有限公司 

124. 厦门三联企业(香港)有限公司 

125. 学童车协会有限公司 

126. 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127. 信德中旅澳门轮船有限公司 

128. 香港货柜拖运业联会有限公司 

129. 港九及新界夹斗车商会有限公

司 

130. 香港废物处理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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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香港公共小巴车主司机协进总

会 

132. 物流及货柜车司机工会 

133. 混凝土制造商协会(香港)有限公

司 

134. 港粤直通巴士协会有限公司 

135. 翠华船务有限公司 

136. 优质驾驶训练中心有限公司 

137. 公共及私家商用车教师公会 

138. 信德中旅船务管理有限公司 

139. 邮轮客运(香港)有限公司 

140. 亚洲空运中心有限公司 

141. 皇家造船师学会暨轮机工程及

海事科技学会香港联合分会 

142. 香港打捞及拖船有限公司 

143. 香港船务经纪专业学会 

144. 香港联合船坞集团有限公司 

145. 粤港船运商会有限公司 

146. 香港右軚汽车总商会有限公司 

147. 香港汽车工业学会 

148. 香港汽车修理同业商会有限公

司 

149. 环保汽车维修同业联会有限公

司 

150. 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有限公司 

151. 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 

152. 愉景湾隧道有限公司 

153.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ransport Officers 

154. 香港快运航空有限公司 

155. 香港(跨境)货运司机协会 

156. 香港物流协会有限公司 

157. 香港货柜储存及维修商会有限

公司 

158. 新世界停车系统管理有限公司 

159. 航海学会(香港分会) 

160. Worldwide Flight Services, Inc. 

161. 新界的士营运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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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新星的士同业联会 

163. 的士、小巴权益关注大联盟 

164. 泰和车行有限公司 

165. 屯门区旅运巴士同业联会有限

公司 

166. 荃湾区旅运巴士同业联会有限

公司 

167. 元朗区旅运巴士同业联会有限

公司 

168. 九龙区旅运巴士同业联会有限

公司 

169. 香港区旅运巴士同业联会有限

公司 

170. 信和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171. 富城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 

172. 越运亨(香港)有限公司 

173. 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有限公司 

174. 地勤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175. 国泰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176. 国泰航空饮食服务(香港)有限公

司 

177. LSG Lufthansa Service Hong 

Kong Limited 

178. 佳美航空膳食香港有限公司 

179. 易高航空燃料服务有限公司 

180. 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 

181. 中国飞机服务有限公司 

182. 大昌——港龙机场地勤设备服

务有限公司 

183. 怡中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 

184. 汽车维修管理协会 

185. 驾驶教师协会 

186. 香港物流商会有限公司 

187. 新港驾驶学院有限公司 

188. 利南驾驶学院有限公司 

189. 交通基建管理合约有限公司 

190. 香港计程车会 

191. 忠诚车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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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香港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193. 香港泥头车司机协会 

194. 顺丰车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5. 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 

196. 友联船厂有限公司 

197.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198. 招商局货柜服务有限公司 

199. 招商局物流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200. 招商局能源运输(香港)有限公司 

201. 中远海运(香港)有限公司 

202. 中远(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203. 中远海运货柜代理有限公司 

204. 中远海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205. 香港中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06. 空中快线直升机有限公司 

207. 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有限公司 

208. 港澳机场客运服务有限公司 

209. 香港国际机场码头服务有限公

司 

210. 海洋造船工程有限公司 

211. 中国客运码头服务有限公司 

212. Turbojet Shipyard Limited 

213. 香港空运运输业协会有限公司 

214. 香港汽车(机械‧零件)商会有限

公司 

215. 中国航空快递(香港)有限公司 

216. 珠江仓码运输有限公司 

217. 珠江中转物流有限公司 

218. 香港珠江货运有限公司 

219. 珠江代理有限公司 

220. 金珠船务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21. 粤兴船舶用品有限公司 

222. 珠江集团船厂有限公司 

223. 东安船舶安全设备贸易有限公

司 

224. 富裕小轮有限公司 

225. 香港永兴海事工程有限公司 

226. 中国航空租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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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远通海运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228. 宏德机器铁工厂有限公司 

229. 粤港汽车运输联营有限公司 

230. 威盛运输企业有限公司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74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275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274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275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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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76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77。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78：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27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7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7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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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79：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80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81；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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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82。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83。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27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8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81   同上。 
28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8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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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84。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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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85。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86。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87。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88。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8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8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8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8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8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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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批发及零售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7 选举 17  ✓ 以下列明团体： 

1. 旅游服务业协会 

2. 香港中药联商会有限公司 

3. 香港通济商会有限公司 

4. 中华纸业商会有限公司 

5. 香港化妆品同业协会有限公司 

6. 东区鲜鱼业商会 

7. 港九新界贩商社团联合会 

8. 香港钟表业总会有限公司 

9. 香港蔬菜批发商会 

10. 港九竹篾山货行商会有限公司 

11. 港九电器商联会有限公司 

12. 香港电镀业商会有限公司 

13. 港九果菜行工商总会 

14. 港九酒业总商会 

15. 港九机械电器仪器业商会有限公

司 

16. 港九水产业商会有限公司 

17. 港九塑胶制造商联合会有限公司 

18. 港九罐头洋酒伙食行商会有限公

司 

19. 港九永兴堂藤器同业商会 

20. 香港九龙酱料凉果联合商会 

21. 港九茶叶行商会有限公司 

22. 港九木行商会有限公司 

23. 港九粉面制造业总商会有限公司 

24. 香港艺术品商会有限公司 

25. 香港海味杂货商会有限公司 

26. 香港丰贵堂蛋业商会 

27. 香港抽纱商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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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香港鲜花零售业协会 

29. 香港食品委员会有限公司 

30. 香港鲜鱼商会 

31. 香港毛皮业协会 

32. 香港家俬装饰厂商总会有限公司 

33. 港九药房总商会有限公司 

34. 港九玻璃镜业总商会有限公司 

35. 香港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有

限公司 

36. 香港鞋业(1970)总会有限公司 

37. 香港药行商会 

38.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 

39. 香港石油、化工、医药同业商会

有限公司 

40. 香港摄影业商会有限公司 

41. 香港匹头行商会 

42. 香港塑胶原料商会有限公司 

43. 香港水喉洁具业商会有限公司 

44. 香港粮食杂货总商会 

45. 香港唱片商会有限公司 

46. 香港食米供应商联会有限公司 

47.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有限公司 

48. 香港南北药材行以义堂商会有限

公司 

49. 港九百货业商会有限公司 

50. 九龙长沙湾蔬菜批发市场入口货

商联谊会有限公司 

51. 九龙鲜鱼商会有限公司 

52. 九龙珠石玉器金银首饰业商会 

53. 海外入口果菜头盘栏商联会有限

公司 

54. 旺角区蔬菜批发商会有限公司 

55. 香港汽车商会 

56. 南北行公所 

57. 香港参茸药材宝寿堂商会有限公

司 

58. 香港米行商会有限公司 

59. 九龙果菜同业商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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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港九电业总会 

61. 香港活家禽批发商商会 

62. 香港钻石总会有限公司 

63. Tobacco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 

64. 香港中成药商会有限公司 

65. 香港中药业协会有限公司 

66. 香港中华制药总商会有限公司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89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17290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289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290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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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91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92。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93：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29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9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9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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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94：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95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96；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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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97。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98。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29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9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96   同上。 
29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9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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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99。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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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300。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301。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302。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303。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9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0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30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0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30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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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会计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定团体 (提名方式)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提名 15 ✓ 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协会有限公司 

(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聘任的

香港会计咨询专家中协商提名产生) 

选举 15 ✓ 符合以下说明的执业单位1 (《专业会

计师条例》(第 50 章)第 2(1)条所界定

者) —— 

(a) 根据《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注册；及 

(b) 根据《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第 3A(1)条所界定的注册公众

利益实体核数师 [注：如有关团

体在紧接《2021 年完善选举制度

(综合修订)条例》于宪报刊登当日

之前，属《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第 3A(1)条所界定的注册

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则无须在

紧接它申请登记之前已作为上述

注册公众利益实体核数师持续运

作达 3 年，但须在紧接申请登记

之前的 3 年内曾承担或进行公众

利益实体项目(《财务汇报局条

例》(第 588 章)第 3A(1)条所界定

者)。] 

II. 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II.1. 如何提名委员？ 

II.1.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详情。「香港会计咨

询专家协会有限公司」(这界别分组的指定团体)须在提名期内向选举主任呈交

指定提名表格，提名所挑选的若干名人士，作为其在选举委员会中的提名委

1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B)及(19C)条，这些指明实体的团体，须(a)在紧接

它申请登记为投票人之前，已作为有关指明实体持续运作达 3 年；及(b)在紧接它申请登记之前的 3

年内，曾承担或进行公众利益实体项目(《财务汇报局条例》(第 588 章)第 3A(1)条所界定者)，方有

资格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团体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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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II.1.2.  会计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产生的委员。若「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协会有限公司」

提名的人数超逾 15 名，则应示明哪些获提名人获优先挑选；如所余获提名人

超逾 1 名，则另须将他们按优先次序排列。若没有示明获优先挑选的获提名

人，则选举主任须以抽签方式决定该等获提名人的优先次序。 

II.2. 谁有资格成为获提名人？ 

II.2.1. 获提名人除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聘任的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外，尚须符

合以下条件2 —— 

(a)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也没有丧失该资格；及 

(b) 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2. 须注意，任何人若已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

记为当然委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

委员)或是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的候选人，则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3。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内已被某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则没有资格在被另一

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4。 

II.3. 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5：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名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紧接提名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

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条。 
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条。 
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条。 
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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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3.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

格6：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8；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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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4.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获提名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9。 

II.5.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获提名人的资格。选举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后，会

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 

II.5.2. 资审会须按指定团体在指定提名表格上提供的优先次序或选举主任以抽签形

式决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该等获提名人是否获有效提名，直至该团体获配的席

位均被填满为止。 

II.5.3.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的获提名人(即「获宣布委员」)。 

II.6.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6.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获有效提名

的获提名人纳入成为候任委员。 

II.7. 就获宣布委员提出的上诉 

II.7.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获宣布委员因以下理由，没有资格获宣布和登记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10： 

(a) 该名获宣布委员并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丧失作为获提名人的

资格； 

                                                      
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条。 
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8 同上。 
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条。 
1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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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c)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 

(d) 在资审会就该名获宣布委员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

性的欠妥之处；或 

(e) 在选举主任进行抽签程序时，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获宣布委员宣布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并

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然而，对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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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1。 

II.7.2.  有关的上诉须于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 

II.7.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有关获宣布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无论如何，有

关的判定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12。 

II.8.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8.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8.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8.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3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1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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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 1514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5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6 。 

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7：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14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1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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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

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8：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9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0；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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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1。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1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0 同上。 
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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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2。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3。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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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4。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5。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6。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7。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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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当然委员)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当然 15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

人28： 

1. 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 

2. 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 

3. 香港规划师学会会长 

4. 香港园境师学会会长 

5. 香港房屋委员会主席 

6. 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 

7. 市区重建局董事会主席 

8. 香港房屋协会主席 

9. 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 

10.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主席 

11. 社区参与绿化委员会主席 

12. 消防安全条例咨询委员会主席 

13. 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 

14. 土地及建设咨询委员会主席 

15. 大屿山发展咨询委员会主席 

选举 15  ✓ 以下列明团体： 

1. 香港建筑师学会 

2. 香港测量师学会 

3. 香港规划师学会 

4. 香港园境师学会 

5. 香港房屋委员会 

6. 香港房屋协会 

7. 市区重建局 

8. 认可人士注册事务委员会 

9. 检验人员注册事务委员会 

10.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11. 香港绿色建筑议会有限公司 

12. 建筑环保评估协会有限公司 

13. 地政总署产业测量师协会 

                                                      
28  在这些界别分组中的当然议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记资格(即丧失登记为立法会地方选区选民资

格、为指明公职人员)或已藉担任另一个指明职位登记为当然委员，则可指定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

位的另一人登记为该界别的当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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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房屋署工料测量师协会 

15. 香港房屋署建筑师协会 

16. 房屋署产业测量师协会 

17. 香港房屋署规划师协会 

18. 房屋署园境师协会 

19. 屋宇署本地屋宇测量师协会 

20. 建筑署工料测量师协会 

21. 建筑署屋宇保养测量师协会 

22. 建筑署建筑师协会 

23. 政府本地土地测量师协会 

24. 香港房屋署保养测量师协会 

25. 香港政府本地城市规划师协会 

26. 香港政府园境师协会 

27. 凯达环球有限公司 

28. 创智建筑师有限公司 

29. 李景勋、雷焕庭建筑师有限公司 

30. 刘荣广伍振民建筑师有限公司 

31. 利安顾问有限公司 

32. 梁黄顾建筑师(香港)事务所有限

公司 

33. 巴马丹拿建筑及工程师有限公司 

34. 吕元祥建筑师事务所(香港)有限

公司 

35. 王欧阳(香港)有限公司 

36. 王董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 

37. 何显毅建筑工程师楼地产发展顾

问有限公司 

38. 许李严建筑师事务有限公司 

39. 关善明建筑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40.  TFP Farrells Limited 

41. 富汇测量师有限公司 

42. 丰展设计及营造有限公司 

43. 测建行有限公司 

44. 莱坊测量师行有限公司 

45. 威格斯建筑顾问有限公司 

46. 陈佐坚测量师行有限公司 

47. 第一太平戴维斯工程顾问有限公

司 

48. 世邦魏理仕有限公司 

49. 利比有限公司 

50. 凯谛思香港有限公司 

51. 伟历信(中国)有限公司 

52. 雅邦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53. 城市规划顾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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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卢纬纶建筑规划有限公司 

55. 泛亚环境有限公司 

56. 傲林国际设计有限公司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以下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人士方有资格担任这

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人 

II.1.2.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

请)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29。 

II.1.3. 须注意，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出任这界别分组的「指明

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30。若其出任多于一个非「港区

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则他可选择出任其

中一个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并可按规定就其余的指明界别分组指定一

名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的人士登记作为当然委员31。 

II.1.4.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32 ——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II.1.5. 若出任「指明职位」的人士为政府的主要官员、指明的公职人员或公务员33，

他则须指定另一名在有关团体内任职的人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34：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2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3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条。 
3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条。 
3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3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条。 
3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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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35：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36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37；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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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8.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8.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38。 

II.1.9.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1.9.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3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3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会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37 同上。 
3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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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39：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40。然而，对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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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41。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42。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43。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44。 

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3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1)条。 
4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3)条。 
4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4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2)条。 
4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4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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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45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1546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45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46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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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47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48 。 

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49：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4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4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4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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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50：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51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52；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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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53。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54。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5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5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52 同上。 
5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5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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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55。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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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56。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57。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58。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59。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5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5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5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5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5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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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中医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定团体 (提名方式)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提名 15 ✓  港区世界中联理事协会有限公司 

(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香港理事

中协商提名产生) 

选举 15  ✓ (a) 香港中医中药界联合总会有限公

司； 

(b) 香港中医中药界联合总会的团体

成员60；或 

(c) 以下的列明团体： 

 

第 1 部——法定管理咨询机构 

1. 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2. 香港中医中药发展委员会 

 

第 2 部——行政机构和进修机构 

1. 香港注册中医学会有限公司 

2. 中华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3. 九龙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4. 佛教华夏中医学院有限公司 

5. 香港华夏医药学会 

6.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 

7. 香港针灸学会 

8. 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 

9. 名医名方硏究会有限公司 

10. 华夏书院有限公司 

11. 香港中文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12.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13. 港九中华药业商会有限公司 

14. 香港中医药科技学院有限公司 

15. 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 

16.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 

17. 医院管理局 

18. 东华三院 

                                                      
60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条，这些团体的团体成员，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

为有关界别分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内一直是该团体的团体成员并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

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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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现代中医进修学院 

20. 中国中医推拿针灸院 

21. 香港中医学会有限公司 

22. 国际中医中药总会有限公司 

23. 新华中医中药促进会有限公司 

24. 中国医药学会有限公司 

25. 香港中医骨伤学会有限公司 

26. 香港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27. 港九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28. 侨港中医师公会有限公司 

  

第 3 部——其他有关团体 

1. 香港中华中医学会 

2. 香港针灸医师学会有限公司 

3. 中医学术促进会有限公司 

4. 香港专业注册中医协会有限公司 

5. 香港新中医学院有限公司 

6. 香港表列中医协会 

7. 国际中医药膳自疗学会有限公司 

8. 国际中医暨综合自然疗法学会有

限公司 

9. 香港中华经筋医学研究会 

10. 香港头针医学会 

11. 香港中医师权益总工会 

12. 香港中医整脊学会有限公司 

13. 国际自然疗能研究学会 

14. 香港经络医学会 

15. 香港中医药膳专业学会有限公司 

16. 国际药膳食疗学会有限公司 

17. 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协会有限公司 

18. 古今中医名家学术研究会有限公

司  

19. 香港汕尾中医协会 

20. 中华国际传统医药学会 

21. 香港本草医药学会有限公司 

22. 经穴激活中医学会有限公司 

23. 国际中医针灸解剖学会有限公司 

24. 香港草药游 

25. 中国(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师会 

 

 

 

II. 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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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 如何提名委员？ 

II.1.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详情。「港区世界中

联理事协会有限公司」(这界别分组的指定团体)须在提名期内向选举主任呈交

指定提名表格，提名所挑选的若干名人士，作为其在选举委员会中的提名委

员。 

II.1.2.  中医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产生的委员。若「港区世界中联理事协会有限公司」

提名的人数超逾 15 名，则应示明哪些获提名人获优先挑选；如所余获提名人

超逾 1 名，则另须将他们按优先次序排列。若没有示明获优先挑选的获提名

人，则选举主任须以抽签方式决定该等获提名人的优先次序。 

II.2.  谁有资格成为获提名人？ 

II.2.1. 获提名人除须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香港理事外，尚须符合以下条件61 —— 

(a)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也没有丧失该资格；及 

(b) 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2. 须注意，任何人若已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

记为当然委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

委员)或是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的候选人，则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62。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内已被某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则没有资格在被另一

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63。 

II.3. 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64：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名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紧接提名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

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6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条。 
6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条。 
6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条。 
6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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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3.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

格65：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66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67；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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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4.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获提名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68。 

II.5.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获提名人的资格。选举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后，会

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 

II.5.2. 资审会须按指定团体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优先次序或选举主任

以抽签形式决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获提名人是否获有效提名，直至该团体获配

的席位均被填满为止。 

II.5.3.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的获提名人(即「获宣布委员」)。 

II.6.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6.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获有效提名

的获提名人纳入成为候任委员。 

II.7. 就获宣布委员提出的上诉 

II.7.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获宣布委员因以下理由，没有资格获宣布和登记为选举委

                                                      
6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条。 
6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67 同上。 
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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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委员69： 

(a) 该名获宣布委员并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丧失作为获提名人的

资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c)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 

(d) 在资审会就该名获宣布委员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

性的欠妥之处；或 

(e) 在选举主任进行抽签程序时，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获宣布委员宣布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并

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然而，对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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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70。 

II.7.2.  有关的上诉须于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 

II.7.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有关获宣布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无论如何，有

关的判定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71。 

II.8.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8.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8.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8.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6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 条。 
7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7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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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72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 1573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74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75 。 

                                                      
72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73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7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7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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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76：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

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77：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8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79；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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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7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7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7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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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80。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81。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82。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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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83。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84。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85。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86。 

                                                      
8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8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8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8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8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8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8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441 附录三 (B)   

(⻚数 25/91)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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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教育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当然委员)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当然 16 ✓  大学校长87： 

 

1. 香港大学校长 

2.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3.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4.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5.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 

6. 香港教育大学校长 

7. 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8. 岭南大学校长 

9.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 

10. 香港树仁大学校长 

11. 香港恒生大学校长 

 

营办接受政府经常性资助的中学、小

学及幼稚园，而其营办学校总数为办

学团体中最多的 5 家机构88： 

 

12. 由天主教香港教区指明的职位 

13. 由保良局指明的职位 

14. 由香港圣公会指明的职位 

15. 由东华三院指明的职位 

16. 由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指明的

职位 

                                                      
87  若指明人士为相关大学的大学校长，但没有资格登记为教育界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该大学的校务

委员会主席或校董会主席则为该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

第 5J(4)条，有关安排如下： 

大学校长 替代安排 

香港大学 校务委员会主席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

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公

开大学、香港树仁大学、香港恒生大学 

校董会主席 

 

88  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记资格(即丧失登记为立法会地方选区选民资格、为指明公职人员)，则可指定

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的另一人登记为该界别的当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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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 14  ✓ (a) 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资助

的高等教育机构； 

(b) 根据《专上学院条例》(第 320

章)注册的专上学院89； 

(c) 香港公开大学； 

(d) 香港演艺学院； 

(e) 职业训练局； 

(f) 香港考试及评核局； 

(g) 香港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 

(h) 根据《教育条例》(第 279 章)第

13 条或其中一条已废除条例(该

条例第 3(1)条所界定者)注册的学

校，但《敎育(豁免)(提供非正规

课程的私立学校)令》(第 279

章，附属法例 F)第 2 条所界定的

获豁免学校除外90；或 

(i) 完全由政府维持和管理的学校91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以下教育界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人士方有资格担任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 

 大学校长或学校董事会或校委会主席；及营办接受政府经常性资助的中学、小

学及幼稚园，而其营办学校总数为办学团体中最多的 5 家机构 

II.1.2.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

请)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92。 

II.1.3. 须注意，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出任这界别分组的「指明

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93。若其出任多于一个非「港区

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则他可选择出任其

中一个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并可按规定就其余的指明界别分组安排一

名条例订明的人士或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的人士登记作为当然委员94。 

II.1.4. 大学校长如不符合登记资格，该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席或校董会主席(视乎何

                                                      
89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条，这些团体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为该界别分

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为有关指明实体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团体投票人。 
90  同上。 
91  同上。 
9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9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条。 
9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条。 



 444 附录三 (B)   

(⻚数 28/91)  

 

者适用而定)则为该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95。 

II.1.5.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96 ——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97：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98：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99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9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4)条。 
9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9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9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9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会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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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100；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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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8.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8.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101。 

II.1.9.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1.9.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102：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03。然而，对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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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04。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100   同上。 
10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条。 
10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1)条。 
10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3)条。 
10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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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105。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06。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107。 

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08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10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10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0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108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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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14109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10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11 。 

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12： 

                                                      
109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11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1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1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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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

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13：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14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15；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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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11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1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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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16。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17。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18。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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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19。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20。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21。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22。 

                                                      
11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1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11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1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2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2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2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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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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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工程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当然委员)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当然 15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

人123： 

1. 香港工程师学会会长 

2. 机场管理局董事会主席 

3. 顾问工程师委员会主席 

4. 建造业议会主席 

5. 建造商委员会主席 

6. 水务咨询委员会主席 

7. 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 

8. 环境咨询委员会主席 

9. 电气安全咨询委员会主席 

10. 气体安全咨询委员会主席 

11. 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 

12. 桥梁及有关建筑物外观咨询委员

会主席 

13. 升降机及自动梯安全咨询委员会

主席 

14.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15. 食水安全咨询委员会主席 

选举 15  ✓ 以下列明团体： 

1. 香港工程师学会 

2. 中华电力有限公司 

3.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4. 香港电灯有限公司 

5.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6. 机场管理局 

7. 九广铁路公司 

8. 结构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会 

9. 承建商注册事务委员会 

10. 岩土工程师注册事务委员会 

11. 建造业议会 

                                                      
123  在這些界別分組中的當然議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即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方选區選民資格、

為指明公職人員)或已藉擔任另一個指明職位登記為當然委員，則可指定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的另

一人登記為該界別的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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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造业训练委员会 

13. 小型工程承建商注册事务委员会 

14.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师协会 

15. 屋宇署结构工程师协会 

16. 香港房屋署结构工程师协会 

17. 房屋署屋宇装备工程师协会 

18.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师协会 

19. 机电工程署专业工程师协会 

20. 建筑署结构工程师协会 

21. 政府水务专业人员协会 

22. 香港房屋署土木工程师协会 

23. 香港环境保护主任协会 

24. 艾奕康有限公司 

25. 凯谛思设计及工程有限公司 

26. 奥雅纳工程顾问 

27. 阿特金斯顾问有限公司 

28. 迈进基建环保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29. 莫特麦克唐纳香港有限公司 

30. 万利仕(亚洲)顾问有限公司 

31. 科进顾问(亚洲)有限公司 

32. 宾尼斯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33. 黄志明建筑工程师有限公司 

34. 区兆坚建筑及工程设计顾问有限

公司 

35. 弘达交通顾问有限公司 

36. 澳昱冠(香港)有限公司 

37. 辉固(香港)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38. 合乐中国有限公司 

39. 澧信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40. 嘉科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41. 瑞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42. 高达集团国际(香港)工程顾问有

限公司 

43. 邵贤伟建筑工程师有限公司 

44. 金门建筑有限公司 

45. 俊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46.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47. 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48. 协兴工程有限公司 

49. 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50. 香港宝嘉建筑有限公司 

51. 有利建筑有限公司 

52. 礼顿建筑(亚洲)有限公司 

53. 怡和机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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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金城营造有限公司 

55. 保华建筑有限公司 

56. 安乐工程有限公司 

57. 其士基建香港有限公司 

58. 新福港(土木)有限公司 

59.  Build King Construction Limited 

60. 五洋建设株式会社 

61. 瑞安承建有限公司 

62.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63. 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以下工程界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人士方有资格担任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人 

II.1.2.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

请)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124。 

II.1.3. 须注意，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出任这界别分组的「指明

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125。若其出任多于一个非「港

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则他可选择出任

其中一个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并可按规定就其余的指明界别分组指定

一名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的人士登记作为当然委员126。 

II.1.4.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127 ——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II.1.5. 若出任「指明职位」的人士为政府的主要官员、指明的公职人员或公务员128，

                                                      
12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12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条。 
1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条。 
12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12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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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则须指定另一名在有关团体内任职的人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129：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130：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31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132；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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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8.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8.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133。 

II.1.9.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12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13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13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会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32 同上。 
13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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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9.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134：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35。然而，对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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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36。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137。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38。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139。 

                                                      
13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1)条。 
13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3)条。 
13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3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2)条。 
13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3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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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40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15141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140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141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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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42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43 。 

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144：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14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4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4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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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45：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46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47；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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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48。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49。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14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4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47  同上。 
14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4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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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50。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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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51。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52。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53。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54。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5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5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5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5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5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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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法律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当然委员) 

指定团体 (提名方式)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当然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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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提名 9 ✓  中国法学会港区理事协会 

(在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协商提名

产生) 

选举 15  ✓ 以下列明团体： 

1. 香港律师会 

2. 香港大律师公会 

3. 香港国际公证人协会 

4. 中国委托公证人协会有限公司 

5.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6. 香港中律协 

7. 香港女律师协会有限公司 

8. 香港青年法律工作者协会有限公

司 

9.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有限公司 

10. 国际青年法律交流联会有限公司 

11. 全球华语律师联盟有限公司 

12.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香

港仲裁中心 

13.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香港仲裁中

心 

14. 香港海事仲裁协会 

15. 一邦国际网上仲调中心有限公司 

16. 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17. 香港仲裁师协会 

18. 香港调解资历评审协会有限公司 

19. 香港和解中心有限公司 

                                                      
155  若指明人士未能登記為此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不能指定另一人登记为此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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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有限公司 

21. 香港中国企业协会法律专业委员

会 

22. 法律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23. 基本法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4. 亚太法律协会有限公司 

25. 香港基本法教育协会 

26. 基本法基金会有限公司 

27. 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有限公司 

28. 法律专业协进会有限公司 

29. 香港与内地法律专业联合会有限

公司 

30. 国际公益法律服务协会有限公司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以下法律界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人士方有资格担任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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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2.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请) 

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156。 

II.1.3. 须注意，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出任这界别分组的「指明

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157。若其出任多于一个非「港

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则他可选择出任

其中一个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若他/她选择出任这界别的当然委员，他/

她可按规定就其余的指明界别分组指定一名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的人士登

记作为当然委员158。 

II.1.4.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159 ——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15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15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条。 
15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条。 
15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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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II.1.5 若出任「指明职位」的人士不符合登记资格160，他亦不能指定其他人士登记为

此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161：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162：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63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164；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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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条。 
16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16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16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会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6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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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8.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8.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165。 

II.1.9.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1.9.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166：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67。然而，对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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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68。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169。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16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条。 
16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1)条。 
16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3)条。 
1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6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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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70。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171。 

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III.1. 如何提名委员？ 

III.1.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详情。「中国法学会

港区理事协会」(这界别分组的指定团体) 须在提名期内向选举主任呈交指定

提名表格，提名所挑选的若干名人士，作为其在选举委员会中的提名委员。 

III.1.2.  法律界共有 9 名由提名产生的委员。若「中国法学会港区理事协会」提名的人

数超逾 9 名，则应示明哪些获提名人获优先挑选；如所余获提名人超逾 1 名，

则另须将他们按优先次序排列。若没有示明获优先挑选的获提名人，则选举主

任须以抽签方式决定该等获提名人的优先次序。 

III.2.  谁有资格成为获提名人？ 

III.2.1. 获提名人除须为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外，尚须符合以下条件172 —— 

(a)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也没有丧失该资格；及 

(b) 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2. 须注意，任何人若已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

记为当然委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

委员)或是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的候选人，则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173。 

I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内已被某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则没有资格在被另一

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174。 

                                                      
17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7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17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条。 
17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条。 
17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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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3. 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 

I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175：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名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紧接提名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

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3.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

格176：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77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178；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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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4.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4.1. 指定提名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获提名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79。 

III.5.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17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条。 
17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条。 
17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78 同上。 
17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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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5.1. 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获提名人的资格。选举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后，会

在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 

III.5.2. 资审会须按指定团体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优先次序或选举主任

以抽签形式决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获提名人是否获有效提名，直至该团体获配

的席位均被填满为止。 

III.5.3.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的获提名人(即「获宣布委员」)。 

III.6.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6.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获有效提名

的获提名人纳入成为候任委员。 

III.7. 就获宣布委员提出的上诉 

III.7.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获宣布委员因以下理由，没有资格获宣布和登记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180： 

(a) 该名获宣布委员并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丧失作为获提名人的

资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c)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 

(d) 在资审会就该名获宣布委员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

性的欠妥之处；或 

(e) 在选举主任进行抽签程序时，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获宣布委员宣布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并

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然而，对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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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81。 

III.7.2.  有关的上诉须于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 

III.7.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有关获宣布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无论如何，有

关的判定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182。 

III.8.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8.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18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 条。 
18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8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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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8.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8.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V.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V.1. 投票人登记 

IV.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V.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83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V.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V.2. 选举 

IV.2.1.  选任委员数目：15184 

IV.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V.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V.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V.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18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184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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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IV.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V.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85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V.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186 。 

IV.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V.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187：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18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18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18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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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V.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188：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189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190；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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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V.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91。 

IV.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V.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92。 

IV.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V.2.7. 投票日 

IV.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V.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V.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18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18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190 同上。 
19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9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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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V.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V.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93。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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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94。 

IV.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95。 

IV.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96。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97。 

IV.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V.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V.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V.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9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9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9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9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9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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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当然委员)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当然 15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

人198： 

1. 医院管理局主席 

2. 菲腊牙科医院管理局主席 

3. 香港医务委员会主席 

4. 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主席 

5.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主席 

6. 香港护士管理局主席 

7. 香港助产士管理局主席 

8. 辅助医疗管理局主席 

9. 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主席 

10. 脊医管理局主席 

1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院长 

12.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 

13. 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主席 

14. 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理事会主席 

15. 医疗辅助队总监 

选举 15  ✓ (a) 《医院管理局条例》(第 113 章)

第 2(1)条所界定的订明医院199； 

(b)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第

633 章)领有牌照的医院200；或 

(c) 以下列明团体： 

1. 医院管理局 

2. 菲腊牙科医院管理局 

3. 香港医务委员会 

4. 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 

5.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 

6. 香港护士管理局 

7. 香港助产士管理局 

                                                      
198 在這些界別分組中的當然議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記資格(即喪失登記為立法會地方選區選民資

格、為指明公職人員)或已藉擔任另一個指明職位登記為當然委員，可指定在相關團體中擔任職位

的另一人登記為該界別的當然委員。 
199  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该界别分组的團體投票人。 
20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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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辅助医疗业管理局 

9. 药剂业及毒药管理局 

10. 脊医管理局 

11.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 

12.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13. 香港圣约翰救护机构 

14. 医疗辅助队 

15. 医务化验师管理委员会 

16. 职业治疗师管理委员会 

17. 视光师管理委员会 

18. 物理治疗师管理委员会 

19. 放射技师管理委员会 

20. 香港言语治疗师公会 

21. 香港听力学家公会 

22. 香港认可营养师学院 

23. 香港教育心理学家公会 

24. 香港临床心理学家公会 

25. 香港医学会 

26. 香港牙医学会有限公司 

27. 香港医务委员会执照医生协会 

28. 香港护士协会 

29. 香港护理学院 

30.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有限公司 

31. 香港女医生协会有限公司 

32. 香港西医工会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以下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人士方有资格担任这界别分组的

当然委员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人 

II.1.2.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

请)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201。 

II.1.3. 须注意，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出任这界别分组的「指明

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202。若其出任多于一个非「港

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则他可选择出任

其中一个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并可按规定就其余的指明界别分组指定

                                                      
20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20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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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的人士登记作为当然委员203。 

II.1.4.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204 ——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II.1.5. 若出任「指明职位」的人士为政府的主要官员、指明的公职人员或公务员205，

他则须指定另一名在有关团体内任职的人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206：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207： 

                                                      
20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条。 
20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20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条。 
20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20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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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08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209；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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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8.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8.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210。 

II.1.9.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1.9.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211：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12。然而，对资审会

                                                      
20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会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09 同上。 
21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条。 
21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1)条。 
21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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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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13。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214。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15。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216。 

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17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21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14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21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1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217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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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15218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19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20 。 

                                                      
218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

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可

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选出

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1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2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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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21：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

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22：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23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24；或 

(ii) 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

                                                      
2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2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2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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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条件。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25。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26。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27。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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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28。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29。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22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2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2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2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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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30。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31。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3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3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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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社会福利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当然委员)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当然 15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

人232： 

1.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执行委员会主

席 

2. 社会工作者注册局主席 

3. 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会主

席 

4. 东华三院董事局主席 

5. 保良局董事会主席 

6. 仁济医院董事局主席 

7. 博爱医院董事局主席 

8. 仁爱堂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9. 九龙乐善堂常务总理会主席 

10. 新家园协会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11. 无国界社工有限公司董事会会长 

12. 香港义工联盟有限公司董事会主

席 

13. 工联会康龄服务社理事会主席 

14. 劳联智康协会有限公司执行委员

会主席 

15. 香港岛各界社会服务基金会有限

公司董事会主席 

选举 15  ✓ (a) 受社会福利署恒常津贴资助的社

会福利机构233；或 

(b) 以下列明团体： 

1.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2. 社会工作者注册局 

3. 社会服务发展研究中心 

4. 东华三院 

5. 保良局 

                                                      
232 在这些界别分组中的当然议席，若指明人士不符合登记资格(即丧失登记为立法会地方选区选民资

格、为指明公职人员)或已藉担任另一个指明职位登记为当然委员，则可指定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

的另一人登记为该界别的当然委员。 
233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為有關指明實體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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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仁济医院 

7. 博爱医院 

8. 仁爱堂有限公司 

9. 九龙乐善堂 

10. 新家园协会有限公司 

11. 无国界社工有限公司 

12. 香港义工联盟有限公司 

13. 工联会康龄服务社 

14. 劳联智康协会有限公司 

15. 香港岛各界社会服务基金会有限

公司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以下社会福利界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人士方有资格担任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

员 —— 

 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人 

II.1.2.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

请)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234。 

II.1.3. 须注意，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出任这界别分组的「指明

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235。若其出任多于一个非「港

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则他可选择出任

其中一个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并可按规定就其余的指明界别分组指定

一名在相关团体中担任职位的人士登记作为当然委员236。 

II.1.4.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237 ——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23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23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 条。 
23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J 条。 
23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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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5. 若出任「指明职位」的人士为政府的主要官员、指明的公职人员或公务员238，

他则须指定另一名在有关团体内任职的人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II.1.6.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239：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7.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240：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41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242；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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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8.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8.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23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 条。 
23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24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24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会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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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243。 

II.1.9.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1.9.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244：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45。然而，对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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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46。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247。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24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条。 
24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1)条。 
24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3)条。 
24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4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484 附录三 (B)   

(⻚数 68/91)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48。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249。 

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50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 15251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24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4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250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251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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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52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53 。 

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254：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25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5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5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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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55：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56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57；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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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58。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59。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25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5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57 同上。 
25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5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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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60。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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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61。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62。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63。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64。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6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6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6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6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6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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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定团体 (提名方式)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提名 15 ✓  由以下团体提名： 

1.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

员会(提名 3 人) 

2.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

总会有限公司(提名 9 人) 

3. 香港出版总会有限公司(提名 3 人) 

选举 15  ✓ (a) 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

员会的团体成员265； 

(b) 香港体育学院有限公司； 

(c) 符合以下说明的团体266 —— 

(i)  属香港出版总会有限公司的

团体成员；及 

(ii) 有权在该公司的大会上表

决；或 

(d) 以下列明团体： 

 

第 1 部——演艺界行业协会及本地持

牌广播机构 

 

1. 香港影业协会有限公司 

2. 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有限公司 

3. 香港演艺界内地发展协进会有限

公司 

4. 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有限公司 

5. 香港电影制作发行协会有限公司 

6. 香港电影商协会有限公司 

7. 香港戏院商会有限公司 

8. 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 

9. 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有限公司 

10. 音乐出版人协会香港有限公司 

11. 香港音像联盟有限公司 

                                                      
265 根據經修訂的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條，這些團體的團體成員，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有關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內一直是該團體的團體成員並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

的投票人。 

26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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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13. 香港电视娱乐有限公司 

14. 奇妙电视有限公司 

15. 香港商业广播有限公司 

16. 新城广播有限公司 

17. 香港电影发展局 

18. 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有限公司 

19. 香港影视文化协会有限公司 

 

第 2 部——文化界公营机构、协会及

团体 

 

1. 香港艺术发展局 

2. 香港演艺学院 

3. 西九文化区管理局 

4. 香港管弦协会有限公司 

5. 香港中乐团有限公司 

6. 香港话剧团有限公司 

7. 中英剧团有限公司 

8. 香港舞蹈团有限公司 

9. 香港芭蕾舞团有限公司 

10. 香港小交响乐团有限公司 

11. 城市当代舞蹈团有限公司 

12. 进念．二十面体 

13. 香港艺术节协会有限公司 

14.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

总会有限公司 

15. 中国戏剧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 

16. 中国电影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有

限公司 

17. 中国音乐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 

18. 中国美术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 

19. 中国曲艺家协会香港会员联谊会 

20. 中国舞蹈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 

21. 中国摄影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 

22. 中国书法家协会香港会员分会 

23.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香港会员分

会 

24. 香港中华文化总会 

25. 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有限公司 

26. 香港八和会馆 

27. 香港戏曲促进会有限公司 

28. 香港粤乐曲艺总会有限公司 

29. 香港粤剧曲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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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香港粤剧演员会有限公司 

31. 香港粤剧学者协会有限公司 

32. 香港戏剧协会 

33. 演戏家族有限公司 

34. 糊涂戏班有限公司 

35. 邓树荣戏剧工作室有限公司 

36. 香港小莎翁有限公司 

37. 春天实验剧团有限公司 

38. 焦媛实验剧团有限公司 

39. 亚洲演艺硏究有限公司 

40. 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有限公

司 

41. 香港作曲家联会有限公司 

42. 香港中乐协会 

43. 香港合唱团协会 

44. 香港音乐导师同盟 

45. 香港歌剧协会有限公司 

46. 香港弦乐团有限公司 

47. 寰宇交响乐团有限公司 

48. 香港儿童合唱团 

49. 叶氏儿童合唱团有限公司 

50. 明仪合唱团 

51. 香港城市中乐团 

52. 香港舞蹈总会有限公司 

53. 香港舞蹈联会 

54. 香港舞蹈联盟有限公司 

55. 香港芭蕾舞学会 

56. 香港舞蹈界联席会议 

57. 香港青年舞蹈家协会 

58. 钱秀莲舞蹈团有限公司 

59. 蓓蕾舞蹈社 

60. 星榆舞蹈团 

61. 香港美协 

62. 中国画学会香港 

63. 香港水彩画研究会 

64. 香港兰亭学会 

65. 香港文化艺术推广协会 

66. 香港美术研究会 

67. 香港现代水墨画会有限公司 

68. 香港油画研究会 

69. 香港画家联会 

70. 香港美术会 

71. 春风画会 

72. 今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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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岭艺会 

74. 香港版画协会 

75. 中国书协香港分会 

76. 香港书艺会 

77. 中国香港书法学会 

78. 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 

79. 香港书法爱好者协会 

80. 香港书法家协会 

81. 香港国际书法篆刻学会 

82. 香港硬笔书法家协会 

83. 石斋之友 

84. 甲子书学会 

85. 香港摄影学会 

86. 香港中华摄影学会 

87. 海鸥摄影会有限公司 

88. 沙龙影友协会 

89. 恩典摄影学会 

90. 香港大众摄影会有限公司 

91. 影联摄影学会有限公司 

92. 世界华人摄影学会有限公司 

93. 香港 35 摄影硏究会有限公司 

94. 香港小型机摄影会 

95. 香港创艺摄影学会有限公司 

96. 中国(香港)华侨摄影学会 

97. 摄影艺术协会有限公司 

98. 香港作家联会 

99. 香港文学馆有限公司 

100. 香港作家协会有限公司 

101. 香港诗书联学会 

102. 香港文学促进协会 

103. 国际华文诗人协会 

104. 香港魔术家协会 

105. 港澳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研究

会有限公司 

106. 永隆民间艺术 

107. 香港书评家协会 

108. 香港影评人协会有限公司 

109. 香港文学评论学会有限公司 

110. 中华教育产业联盟有限公司 

111. 香港国际音乐节有限公司 

112. 香港庄子文化研究会 

113. 香港粤剧商会有限公司 

114. 京昆剧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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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II.1. 如何提名委员？ 

II.1.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详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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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及「香港出版总会有限公司」(这界别分组的指定团体)须在提名期内按指定名

额向选举主任呈交指定提名表格，提名所挑选的若干名人士，作为其在选举委

员会中的提名委员。 

II.1.2.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产生的委员。若指定团体提名的

人数超逾指定名额，则该团体须示明哪些获提名人获优先挑选；如所余获提名

人超逾 1 名，则另须将他们按优先次序排列。若没有示明获优先挑选的获提名

人，则选举主任须以抽签方式决定该等获提名人的优先次序。 

II.2.  谁有资格成为获提名人？ 

II.2.1. 获提名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67 —— 

(a)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也没有丧失该资格；及 

(b) 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2. 须注意，任何人若已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

记为当然委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

委员)或是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的候选人，则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268。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内已被某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则没有资格在被另一

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269。 

II.3. 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270：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名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紧接提名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

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26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条。 
2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条。 
26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条。 
27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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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3.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

格271：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72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273；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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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4.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获提名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74。 

II.5.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获提名人的资格。选举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后，会

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 

II.5.2. 资审会须按指定团体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优先次序或选举主任

以抽签形式决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获提名人是否获有效提名，直至该团体获配

的席位均被填满为止。 

II.5.3.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的获提名人(即「获宣布委员」)。 

II.6.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6.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获有效提名

的获提名人纳入成为候任委员。 

                                                      
27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条。 
27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73 同上。 
27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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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7. 就获宣布委员提出的上诉 

II.7.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获宣布委员因以下理由，没有资格获宣布和登记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275： 

(a) 该名获宣布委员并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丧失作为获提名人的

资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c)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 

(d) 在资审会就该名获宣布委员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

性的欠妥之处；或 

(e) 在选举主任进行抽签程序时，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获宣布委员宣布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并

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然而，对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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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76。 

II.7.2.  有关的上诉须于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 

II.7.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有关获宣布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无论如何，有

关的判定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277。 

II.8.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8.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8.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8.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27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 条。 
27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7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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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78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 15279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80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278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279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8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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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81 。 

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282：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

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83：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84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28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8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28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8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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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85；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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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86。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87。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88。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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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285 同上。 
28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8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8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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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89。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290。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291。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292。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8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29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9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29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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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 

 

科技创新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定团体 (提名方式) 

指明实体 (选举方式) 个人 团体 

30 提名 15 ✓  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 

(在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香港院

士中协商提名产生) 

选举 15  ✓ 以下列明团体： 

 

第 1 部——国家级科研平台 

1. 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香港大学) 

2.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香

港大学) 

3. 转化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

中文大学) 

4. 太赫兹及毫米波国家重点实验室

(香港城市大学) 

5. 农业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香

港中文大学) 

6. 超精密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香港理工大学) 

7. 分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香

港科技大学) 

8. 海洋污染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城

市大学) 

9. 药用植物应用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香港中文大学) 

10. 肝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大

学) 

11. 合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大

学) 

12. 化学生物学及药物研发国家重点

实验室(香港理工大学) 

13. 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

(香港浸会大学) 

14. 生物医药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香

港大学) 

15. 消化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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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文大学) 

16. 先进显示与光电子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香港科技大学) 

17. 国家专用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18.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

港分中心 

19. 国家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0. 国家贵金属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香港分中心 

21. 国家人体组织功能重建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2. 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23. 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有限

公司 

24. 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再生

医学与健康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25. 中国科学院香港创新研究院人工

智能与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第 2 部——与创新科技发展密切相关

的公营机构 

1.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2. 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

有限公司 

3. 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有限公

司 

4. 纳米及先进材料研发院有限公司 

5.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 

6. 香港科技园公司 

7.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8.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9. 香港互联网注册管理有限公司 

10. 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 

11. 汽车科技研发中心 

 

第 3 部——参与政府科创发展咨询的

学术组织和专业团体 

1. 香港科学院 

2. 香港工程科学院 

3. 香港青年科学院 

4. 香港学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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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互联网专业协会有限公司 

6. 香港资讯科技联会有限公司 

7. 香港电脑学会 

8.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有限公司 

9. 香港通讯业联会有限公司 

10. 香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会有限

公司 

11. 香港生物科技协会 

12. 香港生物医药创新协会有限公司 

13. 香港数据中心协会有限公司 

14. 香港创新科技及制造业联合总会

有限公司 

15. 智慧城市联盟有限公司 

16. 香港电商协会有限公司 

17. 香港电竞总会有限公司 

18. 香港电子业商会有限公司 

 

II. 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II.1. 如何提名委员？ 

II.1.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详情。「粤港澳大湾

区院士联盟」(这界别分组的指定团体) 须在提名期内向选举主任呈交指定提

名表格，提名所挑选的若干名人士，作为其在选举委员会中的提名委员。 

II.1.2. 科技创新界共有 15 名由提名产生的委员。若「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提名

的人数超逾 15 名，则应示明哪些获提名人获优先挑选；如所余获提名人超逾

1 名，则另须将他们按优先次序排列。若没有示明获优先挑选的获提名人，则

选举主任须以抽签方式决定该等获提名人的优先次序。 

II.2.  谁有资格成为获提名人？ 

II.2.1. 获提名人除须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外，尚须符合以下条件293 

—— 

(a)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也没有丧失该资格；及 

(b) 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2. 须注意，任何人若已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

记为当然委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

委员)或是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的候选人，则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294。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内已被某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则没有资格在被另一

                                                      
29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条。 
29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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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295。 

II.3. 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296：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名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紧接提名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

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3.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

格297：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98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299；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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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4.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获提名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

                                                      
29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条。 
29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条。 
29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条。 
29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9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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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300。 

II.5.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获提名人的资格。选举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后，会

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 

II.5.2. 资审会须按指定团体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优先次序或选举主任

以抽签形式决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获提名人是否获有效提名，直至该团体获配

的席位均被填满为止。 

II.5.3.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的获提名人(即「获宣布委员」)。 

II.6.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6.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获有效提名

的获提名人纳入成为候任委员。 

II.7. 就获宣布委员提出的上诉 

II.7.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获宣布委员因以下理由，没有资格获宣布和登记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301： 

(a) 该名获宣布委员并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丧失作为获提名人的

资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c)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 

(d) 在资审会就该名获宣布委员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

性的欠妥之处；或 

(e) 在选举主任进行抽签程序时，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获宣布委员宣布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并

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然而，对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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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302。 

II.7.2.  有关的上诉须于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 

II.7.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有关获宣布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无论如何，有

                                                      
30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条。 
30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 条。 
30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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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判定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303。 

II.8.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8.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8.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8.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I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I.1. 投票人登记 

I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304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I.2. 选举 

III.2.1.  选任委员数目：15305 

I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30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304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305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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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306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307 。 

I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308：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30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30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30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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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309：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310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311；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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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312。 

I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313。 

I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I.2.7. 投票日 

I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30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31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311 同上。 
31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31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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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314。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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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315。 

I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316。 

I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317。无论如

何，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318。 

I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31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1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31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1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31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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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渔农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60 选举 60 ✓ (a) 以下各个团体的团体成员1 —— 

(i) 新界蔬菜产销合作社有限

责任联合总社 

(ii) 港九新界养猪合作社有限

责任联合总社 

(iii) 香港渔民联会 

(iv) 香港水产养殖业总会 

(v) 筲箕湾区渔民合作社有限

责任联社 

(vi) 新界大埔区渔民合作社有

限责任联合总社 

(vii) 西贡区渔民合作社有限责

任联社 

(viii) 南区渔民合作社有限责任

联社 

(ix)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 

(x) 香港农业联合会 

(b) 以下列明团体： 

1. 香港仔渔民联谊会

2. 鸭脷洲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作社

3. 青山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作社

4. 青山机动拖船渔民信用无限责任

合作社

5. 长洲渔业联合会

6. 长洲渔民福利协进会

7. 粉岭军地村农民水利有限责任合

1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条，这些团体的团体成员，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

为有关界别分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内一直是该团体的团体成员并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

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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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 

8.  离岛区渔农副业协会 

9.  蒲台岛渔民协会 

10. 渔业发展联会(香港)有限公司 

11. 香港水上居民联谊总会 

12. 农牧协进会 

13. 坑口农牧业协会 

14. 港九渔民联谊会有限公司 

15. 港九水上渔民福利促进会 

16. 香港渔民渔业发展协会 

17. 香港渔民互助社 

18. 香港机动渔船船东协进会有限公

司 

19. 香港花卉业总会 

20. 香港农牧职工会 

21. 香港钓网渔民互助会 

22. 香港禽畜业联会 

23. 香港新界养鱼协进会 

24. 香港新界养鸭鹅同业互助会 

25. 香港钓网养殖渔民联会 

26. 香港渔民近岸作业协会 

27. 蓝地农业贷款有限责任合作社 

28. 南丫岛芦荻湾水产养殖业协会 

29. 新界流浮山蚝业总会 

30. 马湾渔业权益协会有限公司 

31. 梅窝农业产销贷款有限责任合作

社 

32. 梅窝渔民联谊会 

33. 新界蚝业水产联合会 

34. 新界养鸡同业会有限公司 

35. 新界渔民联谊会有限公司 

36. 新界花农联谊会有限公司 

37. 北区花卉协会 

38. 离岛区养鱼业协进会(长洲) 

39. 坪洲渔民协会有限公司 

40. 优质肉鸡发展促进会 

41. 西贡北约深湾养鱼协进会 

42. 西贡布袋澳养鱼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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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西贡大头洲养鱼业协会 

44. 西贡大湖角渔民协会 

45. 沙头角区养鱼业协会 

46. 沙头角小钓及刺网艇渔民信用无

限责任合作社 

47. 山唐蔬菜产销有限责任合作社 

48. 沙田亚公角渔民福利会 

49. 沙田花卉业联会 

50. 筲箕湾深海捕捞渔民信用无限责

任合作社 

51. 筲箕湾渔民联谊会 

52. 筲箕湾双拖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

作社 

53. 筲箕湾拖船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

作社 

54. 大澳渔民近岸作业协会 

55. 大澳沙仔面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

作社 

56. 大埔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作社 

57. 大埔花卉园艺协会 

58. 大埔罟仔小钓渔民信用无限责任

合作社 

59. 荃湾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作社 

60. 屯门机动渔船渔民信用无限责任

合作社 

61. 屯门农牧同业促进会 

62. 东龙洲海鱼养殖业协会 

63. 世界家禽学会香港分会 

64. 元朗农业生产促进会 

65. 榕树凹养鱼业协会 

66. 青衣居民联会 

67. 荃湾葵青居民联会(渔民组) 

68. 荃湾葵青渔民会 

69. 筲箕湾单拖渔民信用无限责任合

作社 

70. 香港有机生活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71. 新界北区渔民协会 

72. 大埔渔民近岸作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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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香港仔渔民妇女会 

74. 香港新界本地农协会 

75.  The Hong Kong Veterinary 

Association Limited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2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603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2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3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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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4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5。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6：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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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7：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8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9；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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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10。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11。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

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9   同上。 
1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1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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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12。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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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3。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4。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5。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16。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1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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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同乡社团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60 选举 60  ✓ (a)  以下列明团体： 

1.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有限公司 

2.  香港福建社团联会有限公司 

3.  香港广西社团总会有限公司 

4.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有限公司 

5.  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有限公

司 

6.  香港江苏社团总会有限公司 

7.  香港北京交流协进会有限公司 

8.  沪港经济发展协会有限公司 

9.  香港湖北社团总会有限公司 

10. 香港湖南联谊总会有限公司 

11. 香港江西社团(联谊)总会有限公

司 

12. 香港山东社团总会有限公司 

13. 香港四川社团总会有限公司 

14. 香港天津联谊会有限公司 

15. 香港重庆总会有限公司 

16. 香港甘肃联谊有限公司 

17. 香港陕西联谊会有限公司 

18. 香港河北联谊会有限公司 

19. 香港安徽联谊总会有限公司 

20. 香港山西商会有限公司 

21. 香港宁夏社团联会有限公司 

22. 云南旅港同乡会有限公司 

23. 香港贵州联谊会 

24. 青海港澳联谊会有限公司 

 

(b) 上述列明团体认定的县级或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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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乡社团17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18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6019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17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条，这些团体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为该界别分

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为有关指明实体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团体投票人。 
18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19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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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0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1。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2：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2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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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3：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4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5；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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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6。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7。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2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5   同上。 
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519 附录三 (C)   

(⻚数 12/25)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8。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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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9。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30。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31。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32。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2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3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3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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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基层社团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60 选举 60  ✓ (a)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 

(b) 九龙社团联会； 

(c) 新界社团联会； 

(d) 属任何在(a)、(b)或(c)段所述的联

合会或联会的团体成员33及有权

在该联合会或联会的大会上表决
34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35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3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20)条，这些团体的团体成员，须在紧接它申请登记

为有关界别分组的投票人之前的 3 年内一直是该团体的团体成员并持续运作达 3 年，方有资格登记

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34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1A 条，其中规定： 

(1) 凡提述有权在某团体的大会／指明单位表决，即提述按该团体的章程的规定有权在该大会／单

位表决； 

(2) 如有以下情况，则某团体(首述团体)亦视为有权在另一团体的指明单位表决 —— 

(i)  有权在该单位表决的某自然人，以书面方式向选举登记主任指明自己在该单位中代表首述团

体；及 

(ii) 该人与首述团体有密切联系。 

(3) 如同一名自然人就某团体的指明单位指明多于 1 个团体，则当中只有最后一个如此指明的团体

会视为有权在该单位表决。 
35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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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6036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37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38。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36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3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3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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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39：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40：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41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42；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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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4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4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4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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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43。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44。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45。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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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46。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47。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48。无论如何，

                                                      
4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4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4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4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4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4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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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49。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4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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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劳工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60 选举 60  ✓ 根据《职工会条例》(第 332 章)登记，

而其所有有表决权的会员均属雇员的

职工会50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团体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合资格的团体投票人51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1.3.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3(8)条，团体投票人的管治单位

(不论其名称为何)须委任一名合资格的人作为其获授权代表，以在界别分组选

举中代表该投票人提名及投票。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6052 

                                                      
50  

根據《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9A)條，這些團體須在緊接它申請登記為該界別分

組的投票人之前已作为有关指明实体持續運作達 3 年，方有資格登記為該界別分組的團體投票人。
 

51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52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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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如投票人属团体投票人，提名须由该投票人的获授权代表作

出。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53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54。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55：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5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5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5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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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56：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57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58；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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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59。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60。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5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5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58  同上。 
5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6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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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61。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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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62。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63。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64。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65。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6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6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6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6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6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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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宗教界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定团体 

个人 团体 

60 提名 60  ✓ 由以下团体各提名 10 人： 

1. 天主教香港教区 

2. 中华回教博爱社 

3.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 

4. 香港道教联合会 

5. 孔教学院 

6. 香港佛教联合会 

 

II. 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II.1.  如何提名委员？ 

II.1.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详情。上文所列的团

体(这界别分组的指定团体)各可提名 10 人，并在提名期内向选举主任呈交指

定提名表格，作为其在选举委员会中的提名委员。 

II.1.2.  若提名的人数超逾各团体可提名的名额，则该团体须示明哪些获提名人获优

先挑选。若没有示明获优先挑选的获提名人，则选举主任须以抽签方式决定该

等获提名人的优先次序。 

II.2.  谁有资格成为获提名人？ 

II.2.1. 获提名人须符合以下条件66— 

(a)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也没有丧失该资格；及 

(b) 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2. 须注意，任何人若已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

记为当然委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

委员)或是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的候选人，则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67。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内已被某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则没有资格在被另一

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68。 

                                                      
6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条。 
6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条。 
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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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  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69：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名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紧接提名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

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3.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

格70：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1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72；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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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4.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获提名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73。 

                                                      
6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条。 
7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条。 
7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72    同上。 
7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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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获提名人的资格。选举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后，会

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 

II.5.2. 资审会须按指定团体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优先次序或选举主任

以抽签形式决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获提名人是否获有效提名，直至该团体获配

的席位均被填满为止。 

II.5.3.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的获提名人(即「获宣布委员」)。 

II.6.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6.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获有效提名

的获提名人纳入成为候任委员。 

II.7.  就获宣布委员提出的上诉 

II.7.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获宣布委员因以下理由，没有资格获宣布和登记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74： 

(a) 该名获宣布委员并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丧失作为获提名人的

资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c)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 

(d) 在资审会就该名获宣布委员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

性的欠妥之处；或 

(e) 在选举主任进行抽签程序时，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获宣布委员宣布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并

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然而，对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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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75。 

II.7.2.  有关的上诉须于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 

II.7.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有关获宣布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无论如何，有

关的判定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76。 

II.8.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7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 条。 
7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7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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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8.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8.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8.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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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立法会议员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个人 团体 

90 当然 90 ✓ 立法会议员1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所有立法会议员2皆可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II.1.2.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请)

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3。 

II.1.3.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4 ——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II.1.4.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5：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1 若指明人士未能登记为此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不能指定另一人登记为此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2 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这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这界

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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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5.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6：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7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8；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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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6.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6.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9。 

II.1.7.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1.7.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

会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8  同上。 
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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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10：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1。然而，对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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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2。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13。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4。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15。 

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1)条。 
1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A(3)条。 
1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1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1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1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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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乡议局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27 选举 27 ✓  乡议局主席及副主席以及该局议员大

会的当然议员、特别议员及增选议员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个人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若该自然人同时符合资格登记为乡议局及／或其他界别分组的投票人，他／

她必须登记为乡议局界别分组的投票人16。 

II.1.3. 合资格的个人投票人17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2718 

                                                      

16  为确保每个界别分组的投票人达至相当数目，符合资格在部分投票人基础较小的界别分组登记的投

票人必须在该界别分组登记。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1)条，有关的登记优

次如下： 

(a)  乡议局； 

(b) 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及 

(c)  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或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

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17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18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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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19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0。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并非这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即丧失(a)获提名为此界别分组选举中

的候选人的资格；或(b)当选为代表该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1。 

II.2.4.2.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2：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1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A 条。 
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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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3.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3：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4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i)  违反指明誓言25；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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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6。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2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拥 

  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5  同上。 
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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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7。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28。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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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29。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30。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31。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32。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2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2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2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3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3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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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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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定团体 

个人 团体 

27 提名 27  ✓ 由以下团体各提名 1 人： 

1.  深圳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2.  广州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3.  东莞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4.  中山市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5.  惠州市工联咨询服务中心 

6.  工联康龄长者服务社(中国香港)

厦门代表处 

7.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 

8.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天津 

9.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上海 

10.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浙江 

11.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东 

12.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福建 

13.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广西 

14.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四川 

15.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武汉 

16.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辽宁 

17. 中国香港(地区)商会—山东 

18. 香港专业人士(北京)协会 

19. 上海香港联会 

20. 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创业服务

中心 

21. 香港内地经贸协会 

22. 深圳市前海香港商会 

23. 重庆海外联谊会—在渝港澳企业

家分会 

24. 福建省侨商联合会 

25. 惠州仲恺高新区港澳青年创新创

业联合会 

26. 广州花都区在花港人联谊会 

27. 佛山禅城区港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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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由提名产生的委员 

II.1.  如何提名委员？ 

II.1.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提名期，及作出提名的详情。上文所列的内

地港人团体各可提名 1 人，并在提名期内向选举主任呈交指定提名表格，作为

其在选举委员会中的提名委员。 

II.1.2.  若提名的人数超逾各团体可提名的名额，则该团体须示明哪些获提名人获优

先挑选。若没有示明获优先挑选的获提名人，则选举主任须以抽签方式决定该

等获提名人的优先次序。 

II.2.  谁有资格成为获提名人？ 

II.2.1. 获提名人须符合以下条件33 —— 

(a)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也没有丧失该资格；及 

(b) 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2. 须注意，任何人若已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

记为当然委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

委员)或是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中的候选人，则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34。 

II.2.3. 任何人如在提名期内已被某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则没有资格在被另一

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35。 

II.3. 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 

II.3.1.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格36：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名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紧接提名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定犯以

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3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1)条。 
3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2)条。 
3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8(4)条。 
3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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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3.2.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获提名人的资

格37：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38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39；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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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4.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4.1. 指定提名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获提名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40。 

II.5.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5.1. 资审会负责审查并确认获提名人的资格。选举主任在收到指定提名表格后，会

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 

II.5.2. 资审会须按指定团体在指定提名表格上的提名、提供的优先次序或选举主任

以抽签形式决定的优先次序，决定获提名人是否获有效提名，直至该团体获配

的席位均被填满为止。 

II.5.3.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为选举委

员会委员的获提名人(即「获宣布委员」)。 

II.6.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6.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获有效提名

的获提名人纳入成为候任委员。 

II.7.  就获宣布委员提出的上诉 

II.7.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获宣布委员因以下理由，没有资格获宣布和登记为选举委

                                                      

3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2)条。 
3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9(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39  同上。 
4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7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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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委员41： 

(a) 该名获宣布委员并没有资格被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丧失作为获提名人的

资格； 

(b) 在提名程序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c)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 

(d) 在资审会就该名获宣布委员的提名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

性的欠妥之处；或 

(e) 在选举主任进行抽签程序时，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获宣布委员宣布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并

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然而，对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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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42。 

II.7.2.  有关的上诉须于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 

II.7.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有关获宣布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无论如何，有

关的判定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43。 

II.8.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8.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8.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8.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41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4 条。 
4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4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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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76 选举 76 ✓  在以下任何一区设立的分区委员会、

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

会的委员 —— 

(a) 中西区 

(b) 东区 

(c) 南区 

(d) 湾仔区 

(e) 九龙城区 

(f) 观塘区 

(g) 深水埗区 

(h) 黄大仙区 

(i) 油尖旺区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个人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若该自然人同时符合资格登记为乡议局及／或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

表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则他／她必须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44。 

                                                      

44  为确保每个界别分组的投票人达至相当数目，符合资格在部分投票人基础较小的界别分组登记的投

票人必须在该界别分组登记。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1)条，有关的登记优

次如下： 

(a)  乡议局； 

(b) 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及 

(c)  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或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

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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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3. 合资格的个人投票人45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7646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47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48。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45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46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4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4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547 附录三 (D)   

(⻚数 15/22)  

II.2.4.1 任何人如并非这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即丧失(a)获提名为此界别分组选举中

的候选人的资格；或(b)当选为代表该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49。 

II.2.4.2.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50：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 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3.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51：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52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4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A 条。 
50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5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5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拥 

 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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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违反指明誓言53；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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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54。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55。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56。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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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57。 

                                                      

53    同上。 
5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5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5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5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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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58。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59。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60。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58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59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6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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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80 选举 80 ✓  在以下任何一区设立的分区委员会、

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

会的委员 —— 

(a) 离岛区 

(b) 葵青区 

(c) 西贡区 

(d) 沙田区  

(e) 荃湾区 

(f) 屯门区 

(g) 元朗区 

(h) 北区 

(i) 大埔区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个人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若该自然人同时符合资格登记为乡议局及／或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

表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则他／她必须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61。 

                                                      

61  为确保每个界别分组的投票人达至相当数目，符合资格在部分投票人基础较小的界别分组登记的投

票人必须在该界别分组登记。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1)条，有关的登记优

次如下： 

(a)  乡议局； 

(b) 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及 

(c)  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或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

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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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3. 合资格的个人投票人62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递交。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8063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64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65。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62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63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

若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

员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

区全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

选出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6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6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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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4.1 任何人如并非这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即丧失(a)获提名为此界别分组选举中

的候选人的资格；或(b)当选为代表该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66。 

II.2.4.2.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67：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3.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68：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69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 

                                                      

6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A 条。 
6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6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6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

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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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违反指明誓言70；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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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71。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72。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73。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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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74。 

                                                      

70   同上。 
7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7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7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7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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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75。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76。无论如何，

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77。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75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76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77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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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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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职位 

个人 团体 

190 当然 190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代

表(「港区人大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员(「港区全国政协委员」)1 

II. 登记为当然委员 

II.1. 资格 

II.1.1. 所有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皆可登记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

代表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II.1.2. 所有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不论拟在哪一个界别分组作出登记)

的登记表格必须由香港友好协进会有限公司统一提交，登记安排如下 — 

(a)  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其他界别分组(「指明界

别分组」)(即非「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

职位」，他则只可登记为该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2；若其出任多于一个

非「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界别分组」的「指明职位」，则他

可选择出任其中一个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并可按规定就其余的指

明界别分组指定一名代表作当然委员(如适用的话3)；及 

(b)  若合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数目总

和，在扣除根据(a)段登记为指明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数目后，超出「港

区全国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界别分组」获配的 190 个席位，则该等港

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可选择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

登记为当然委员。若有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根据本段选择

在其他界别分组登记，则该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数目会相应增加，而该界

别分组以选举产生的委员名额则相应减少。在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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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界别分组中的当然委员，及以提名或选举产生的席位数目维

1 若指明人士未能登记为此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不能指定另一人登记为此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 
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2)条。 
3 此指定代表的安排不适用于法律界及立法会议员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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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变4。 

II.1.3. 登记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亦须已登记(或有资格登记为并已提出登记申

请)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5。 

II.1.4. 以下人士无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6— 

(a) 依据《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五)项所指的提名而任命的主要官员； 

(b) 政府的首长级人员； 

(c) 政府的政务主任； 

(d) 政府的新闻主任； 

(e) 警务人员；或 

(f) 任何其他以其公职身分担任指明职位的公务员。 

II.1.5.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当然委员的资格7： 

(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或 

(ii) 亦未获赦免； 

(b) 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c) 在不局限(a)段的原则下，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

裁定犯以下罪行：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d)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e)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1.6. 任何人如在提交登记表格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担任当然委

员的资格8： 

                                                      
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5)及(6)條。 
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1)(a)条。 
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L(3)条。 
7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1)条。 
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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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9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10；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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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1.7.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1.7.1. 登记表格载有一项声明，表明拟作出登记的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登记属无效11。 

II.1.8.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1.8.1. 选举登记主任在接获登记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

可行的范围内，尽快决定登记是否有效。 

II.2. 登记截止日期 

II.2.1. 所有符合资格登记成为这界别分组的当然委员的人士，必须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提交登记表格。 

II.3.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3.1. 选举登记主任会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把裁定登记有效的

人士(「候任委员」)登记为当然委员。 

II.4. 就当然委员的登记提出的上诉 

II.4.1. 如任何人认为某名当然委员因以下理由而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

则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反对将该名当然委员在暂行委员登记册或

正式委员登记册上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12： 

(a) 该名委员并没有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或已丧失作为选举委员会

委员的资格； 

(b) 在登记程序方面，出现处理失误；或 

(c) 在资审会就该名当然委员的登记的有效性所作的裁定方面，有具关键性

的欠妥之处。 

上诉须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13。然而，对资审会

                                                      
9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M(3)條，指明誓言指根據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會 

 擁護《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10 同上。 
11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K 條。 
12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1)條。 
13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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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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14。 

II.4.2. 如资审会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人可藉呈交书面申述的方式，声称自己有

资格登记为当然委员，且没有丧失登记为当然委员的资格15。 

II.4.3.  如资审会是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的发表日期后裁定某人的登记属无效，该

人可在资审会发出告知有关人士该项裁定的通知日期之后的 7 日内，藉呈交

书面申述的方式，向审裁官提出上诉。 

II.4.4.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上诉人或有

关当然委员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16。无论如何，有关的判定须

在有关暂行委员登记册发表后的 20 天内作出17。 

II.5.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5.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5.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5.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14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第 9B 條。 
15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4A(2)條。 

16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10(1)條。 
17  《選舉委員會(上訴)規例》(第 569A 章)第 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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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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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别分组 

I. 席位分布及产生方法 

席位

数目 

产生方式 组成 指明实体 

个人 团体 

110 选举 110 ✓  (a)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香港特别行

政区特邀代表 

(b)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香港特别

行政区执委 

(c)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香港特

别行政区委员 

(d)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香港特别行

政区委员 

(e) 中华海外联谊会香港特别行政区

理事 

 

II. 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II.1. 投票人登记 

II.1.1. 此界别分组由个人投票人组成，只有表列于上文的指明实体，方有资格登记为

这界别分组的投票人。 

II.1.2. 若该自然人同时符合资格登记为乡议局及／或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

表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则他／她必须登记为乡议局界别分组的投票人18。 

II.1.3. 合资格的个人投票人19须把填妥的投票人登记表格于 2021 年 7 月 5 日或之前

                                                      

18  为确保每个界别分组的投票人达至相当数目，符合资格在部分投票人基础较小的界别分组登记的投

票人必须在该界别分组登记。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1)条，有关的登记优

次如下： 

(a)  乡议局； 

(b) 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及 

(c)  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或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

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 
19  根据《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2(1)(b)条，下述人士如符合所订明的条件，有资格登

记为投票人：任何人(A)是某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及(B)(如该人属自然人)有资格登记为某地方选区

的选民并已提出如此登记的申请，或已在现有地方选区正式选民登记册中登记并有资格登记为某地

方选区的选民，并且没有丧失该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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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交。 

II.2. 选举 

II.2.1. 选任委员数目： 11020 

II.2.2.  如何提名候选人？ 

II.2.2.1. 总选举事务主任会藉宪报公告公布在该次选举中，每个界别分组须藉选举产

生的委员数目、提名期，以及呈交提名表格的详情。 

II.2.2.2. 每名候选人须向选举主任呈交一份提名表格。每名候选人须获得其界别分组

最少五个投票人提名(不包括候选人自己)。 

II.2.2.3. 每个投票人可以签署的提名表格数目为不多于须由该界别分组在该次选举中

选出的委员数目。 

II.2.3. 谁有资格成为候选人？ 

II.2.3.1. 一般而言，候选人须符合以下条件21 — 

(a) 年满 18 岁； 

(b) 已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并有资格如此登记；及 

(c) 他：(i)已登记为该界别分组的投票人并有资格如此登记；或(ii)令该界别分

 组的选举主任信纳他与该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II.2.3.2 任何人若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的指明职位(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

员)、被指定担任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议席(不论是否已登记为当然委员)或是

被指定团体挑选为获提名人，或已于其他界别分组中参选，则没有资格成为候

选人22 。 

II.2.4. 丧失成为候选人的资格 

II.2.4.1 任何人如并非这界别分组的指明实体，即丧失(a)获提名为此界别分组选举中

的候选人的资格；或(b)当选为代表该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3。 

                                                      

20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及《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5I(4)条，若

有资格登记的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总人数超逾 190 人，若某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没有在一个非人大政协界别分组出任指明职位，则该港区人大代表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

可以在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委员。在此情况下，该港区人大代表或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会被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而该界别分组通过合资格团体投票人或个人投票人选出

的名额则相应减少。总选举事务主任会在宪报公布各界别分组由选举产生的实际名额。 
2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 条。 
22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2)及 20 条。 
23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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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4.2.  任何人如有以下情况，即属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

格24： 

(a) 已不再与有关界别分组有密切联系； 

(b) 已不再登记为地方选区的选民或不再有资格如此登记； 

(c)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处死刑或监禁(不论如何称述)，但—— 

(i) 既未服该刑罚或主管当局用以替代该项刑罚的其他惩罚；而 

(ii) 亦未获赦免； 

(d) 在提名当日或在该选举当日正在服监禁刑； 

(e) 在不局限(c)段的原则下，在紧接该选举当日前的 5 年内被裁定或曾被裁

定犯以下罪行 —— 

(i) 在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第 554 章)的情况下作出舞弊

行为或非法行为； 

(ii) 《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II 部所订的罪行；或 

(iii) 《选管会规例》所订明的任何罪行； 

(f) 当其时是根据《精神健康条例》(第 136 章)被裁断为因精神上无行为能力

而无能力处理和管理其财产及事务；或 

(g)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武装部队的成员。 

II.2.4.3.  任何人如在获提名当日前的 5 年内有以下情况，亦即丧失成为候选人和当选

成为选举委员会委员的资格25： 

(a) 该人因拒绝或忽略作出指明誓言26而根据法律离任，或丧失就任的资格；

或 

(b) 该人被按照任何法律宣告、宣布或裁定为—— 

(i)  违反指明誓言27；或 

(ii) 不符合拥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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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1)条。 

25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2)条。 

26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8(3)条，指明誓言指根据法律作出的以下誓言：宣誓者会拥 

 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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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5.  「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声明 

II.2.5.1. 提名表格须载有一项声明，表明该人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该人签署，否则该项提名属无效28。 

II.2.6.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资审会」)决定提名是否有效 

II.2.6.1. 选举主任在接获提名表格后，会尽快将表格转交资审会。资审会须在切实可行

的范围内，尽快决定该人是否获有效提名29。 

II.2.6.2. 资审会须在提名期届满后 14 天内，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获有效提名的候选

人。 

II.2.7. 投票日 

II.2.7.1. 投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19 日进行。选举是以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该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每名投票人可投票予数目相等于或少于须由该界别分组

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数目的候选人。 

II.2.8. 发表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8.1. 选举主任须在宪报刊登在界别分组选举中妥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任

委员」)的姓名。选举登记主任在选举结果公布后 7 日内，编制及发表选举委

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 

II.2.9. 就选举提出上诉 

II.2.9.1. 任何声称是界别分组选举中的候选人的人，如认为被宣布当选的人并没有资

格在该项界别分组选举中作为候选人或已丧失该资格，或在该项界别分组选

举的投票或点票方面有具关键性的欠妥之处，则该人可藉提交上诉通知书的

方式，针对该项选举的结果向审裁官提出上诉30。然而，对资审会根据香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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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资格确

认的决定，不得提出上诉31。 

II.2.9.2. 有关上诉须于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7 日内送抵审裁官32。 

II.2.9.3. 审裁官会就上诉作出判定，并将判定通知选举登记主任，编制及发表选举委员

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审裁官可主动或基于资审会、选举登记主任、选举主任、

上诉人或其当选受质疑的人提出的充分因由，复核所作出的判定33。无论如何，

                                                      

28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17A 条。 
29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附表第 22(1)条。 
30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1 《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第 569 章)第 9B 条。 
32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3 条。 
33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10(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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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判定须在选举主任在宪报公布选举结果后的 20 天内作出34。 

II.2.10. 须签定书面誓言方能获纳入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 

II.2.10.1. 选举委员会的候任委员须提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才可获纳入该届任期的选

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之中。 

II.2.10.2. 在发表选举委员会暂行委员登记册后，候任委员须在该届任期的选举委员会

正式委员登记册发表当日的 7 日前(即 2021 年 10 月 15 日)向选举登记主任提

交已签署的书面誓言。 

II.2.10.3. 选举委员会正式委员登记册将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发表。 

 

 

                                                      

34 《选举委员会(上诉)规例》(第 569A 章)第 5(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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