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CB(2)1400/05-06(03)號文件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六年選舉委員會
界別分組選舉的附屬法例修訂事宜

引言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為了準備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舉行的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
《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附屬法例擬由
選舉管理委員會作出修訂的範圍。
背景
2.
來屆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將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舉行，選舉事務處已檢視了《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下的規例，認為
需作出下列三類修訂：
(a) 因應於二零零六年三月八日提交立法會的《2006 年行政長
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所須作出的相應
修訂；
(b) 為把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一般選舉的選舉程序適當地與二
零零四年立法會的選舉程序看齊而須作出的修訂；以及
(c) 為刪除已過時條文的技術性修訂。
3.
為：

有關修訂涉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下的三條規例，分別

(a) 選舉管理委員會(登記)(立法會功能界別選民)(選舉委員會界
別分組投票人)(選舉委員會委員)規例(“第 541B 章”)
(b) 選舉管理委員會(提名顧問委員會(選舉委員會))規例(“第
541H 章”)；以及
(c)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選舉委員會)規例(“第 541I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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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範圍
(a)

因應《2006 年行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綜合修訂)條例草案》
所須作出的相應修訂

4.
下文第 5 段至第 7 段列出了若《2006 年行政長官選舉及立
法會選舉(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得到通過，第 541B 章、
第 541H 章以及第 541I 章所須作出的相應修訂的主要範圍。
5.
首先，條例草案建議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569 章)附
表內加入一項條文(第 18A 條)，訂明任何人如並非區議員、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香港地區委員或鄉議局的主席、副主席或該
局議員大會的議員，均沒有資格獲提名為相關界別分組選舉的候選
人，或當選為選舉委員會委員。
6.
現時第 541I 章第 13 條規定，選舉主任在收到界別分組選舉
的提名表格後，須決定候選人是否已符合《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
內有關條文的規定而獲有效提名。在《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附表加入
建議的第 18A 條後(如上文第 5 段所述)，第 541I 章第 13 條須作出相
應修訂，要求選舉主任在考慮一項提名是否有效時，亦須考慮這項新
加入條文。
7.
其次，條例草案建議引入暫行委員登記冊(該登記冊須於選
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結果公布後七日內編製和發表)，並修改
正式委員登記冊須予編製和發表的時間1。現時，第 541B 章及第 541H
章有某些條文提及“正式委員登記冊”。有關字眼須視乎情況相應修訂
為“暫行委員登記冊”或“暫行委員登記冊或正式委員登記冊”。

1 根據建議的修訂時間表，選舉委員會正式委員登記冊會在選舉委員會組成當日編製和發表。
正式委員登記冊亦會在界別分組補選的結果公布後七日內，或某位透過宗教界界別分組補充
提名獲提名的人士獲宣布為選舉委員後七日內，編製和發表。
引入暫行委員登記冊，以及修改須予編製和發表正式委員登記冊的時間，是因為若不作修
改，便會出現現屆選舉委員會的正式委員登記冊在其任期屆滿前不再有效，而新一屆選舉委
員會的正式委員登記冊則會在其組成日期前生效的問題。有關詳情，請參閱於二零零六年三
月一日就有關條例草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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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為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選舉程序與立法會選舉程
序看齊而須作出的修訂

8.
選舉事務處已檢視了第 541I 章中有關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
選舉的選舉程序，提出當中應該與立法會選舉的選舉程序看齊之處。
這些改動包括一些有助點票工作進行的選舉安排，以及提高在投票站
內未獲准許而拍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的刑罰。當中的主要修訂大
部分均屬技術性質，詳情載於附件。
(c)

其他技術性修訂

9.
第 541B 章內有某些提述二零零三年立法會功能界別臨時選
民登記冊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臨時投票人登記冊的條文，由於有關
條文現已過時2，選舉事務處亦建議刪除所有這些條文。
立法時間表
10.
選舉事務處會視乎立法會考慮《2006 年行政長官選舉及立
法會選舉(綜合修訂)條例草案》的結果，落實有關規例的修訂方案。
此後，如得到選舉管理委員會通過修訂建議，我們將於二零零六年五
月在憲報刊登有關修訂規例，並提交立法會進行不表反對即予通過的
審議程序。我們希望審議程序能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完成，以便選舉管
理委員會及選舉事務處有充足時間，為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舉行的選舉
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作好準備。

選舉事務處
二零零六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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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541B 章載有關於二零零三年立法會功能界別臨時選民登記冊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臨時
投票人登記冊的條文，處理因選民登記周期由二零零三年起改動而在該年出現的特殊情況。
有關條文不再適用於隨後的年份。

附件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選舉委員會)規例(第 541I 章)：
為與立法會選舉相關規例(即第 541D 章)條文看齊
所須作出的主要修訂

免任協助選舉進行的人員
1.

表明總選舉事務主任委任投票站主任、投票站人員以及點票人員
的權力，亦包括撤銷他認為不再適合執行有關職務的人員的委任
的權力。[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34(3)條和
第 67(4)條。]

選舉廣告
2.

除了選舉主任以外，獲選舉主任授權的其他人士，亦可檢取及處
置、銷毀、塗掉、或覆蓋不符合法例規定的選舉廣告。[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102(15)條。]

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
3.

就選舉主任關於劃定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向候選人發出的
通知，把其發出期限由投票日“5 天”前提前至“7 天”前。[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40(7)條。]

4.

規定在投票日的拉票活動，聲音不可以在禁止拉票區內聽到。[第
541D 章 關 於 立 法 會 選 舉 的 相 應 條 文 ： 第 40(16)(aa) 條 和 第
41(1)(aa)條。]

5.

表明對禁止拉票區內進行拉票活動的限制，雖然並不適用於禁止
拉票區沒有投票站在其內的建築物，但有關人士若需在該建築
物內逐戶拉票，仍須視乎該人是否獲准許為拉票目的進入該建築
物。[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40(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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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了選舉主任以外，獲選舉主任授權的投票站主任亦可於投票日
更改禁止拉票區及禁止逗留區的範圍。[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
舉的相應條文：第 92(2)條。]

7.

除了選舉主任以外，投票站主任亦可以他認為合適的方式發放及
展示根據規例作出的公告、裁定或其他文書(如：更改禁止拉票
區及禁止逗留區的通知)。[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
文：第 98 條。]

投票站
8.

表明警務人員、民眾安全服務隊人員以及獲選舉主任授權出任聯
絡人員的人，不得被拒於投票站外。[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
的相應條文：第 44(4)(i)條和(j)條。]

9.

除了投票站主任以外，其他人員(即選舉主任、助理選舉主任及
投票站人員)亦可指示他人不得在投票站內與其他選民或獲授權
代表通信息，或使用電子通訊器材。[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
的相應條文：第 45(1)條。]

10.

把在投票站內未獲准許而拍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的監禁刑
期，由 3 個月提高為 6 個月。[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
條文：第 45(7)(a)條。]

點票
11.

就選舉主任向每名候選人、選舉代理人或監察點票代理人發出關
於點票時間及地點的通知，把其發出期限加以理順，由“24 小時
或之前”更改為“投票日前的一個工作天”，以確保有關人士獲得
適當通知。[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65(5)條。]

12.

就候選人向選舉主任發出關於他委任監察點票代理人的通知，把
其發出期限由“投票日前 3 個工作天”，提前為“投票日前一星
期”，以便選舉主任有充分時間作出所需安排。[第 541D 章關於
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66(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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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容許明顯無效的選票(即(a)批註“重複”、“損壞”、“未用”字樣的選
票；(b)未經填劃的選票；或(c)沒有在橢圓圈內填上陰影或以“9”
號印章填劃的選票)視為無效，並且不予點算。[第 541D 章關於
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77(7)(b)條。]

14.

表明須由選舉主任決定的問題選票範圍，包括在其上有文字或記
認而“可能”藉此識別選民身分的選票。[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
舉的相應條文：第 77(7)(a)條。]

15.

除了候選人和選舉代理人以外，監察點票代理人亦可檢查由選舉
主任分開的問題選票及向選舉主任作出申述，或反對選舉主任接
納或不接納某問題選票的決定。[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
應條文：第 81(1)條，第 81(4)條和第 81(5)條。]

16.

表明選舉主任如信納選民或獲授權代表的意向是清楚的，則即使
該選票未有在若干方面正確填劃，選舉主任仍可點算記錄在該選
票上的投票。[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81(3)
條。]

17.

規定點票時在場的選舉代理人，一如其他有關人士，必須在進入
點票站之前作出保密聲明。[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
文：第 95(2)條。]

18.

把違反選舉保密的監禁刑期，由 3 個月提高為 6 個月。[第 541D
章關於立法會選舉的相應條文：第 96(10)條。]

選舉事務處
二零零六年三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