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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法》 第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结合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的 实 际 情 况 ， 制 定 本
办法。

第二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

第三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应选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为十
二名。

第四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是年满十八周
岁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

第五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
选举会议由参加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会议的
人员，以及不是上述人员的澳门特别行
政区居民中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中的
中国公民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
会议员中的中国公民组成。但本人提出
不愿参加的除外。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为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选举会议的成员。

选举会议成员名单由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

第六条 选举会议第一次会议由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集，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会
议的提名，推选十一名选举会议成员组
成主席团。主席团从其成员中推选常务
主席一人。

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主席团常务
主席主持主席团会议。

第七条 选举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须有过半数成员出席。

第八条 选举会议成员以个人身份
参加选举会议，并以个人身份履行职责。

选举会议成员应出席选举会议，如
有特殊原因不能出席，应事先向主席团
请假。

选举会议成员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
索取或者接受参选人和候选人的贿赂或
者谋取其他任何利益，不得直接或者间
接地以利益影响他人在选举中对参选人
和候选人所持的立场。

第九条 选举日期由选举会议主席
团确定。

第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
选人由选举会议成员十人以上提名。每
名选举会议成员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不得
超过十二名。

选举会议成员提名他人为代表候选
人，应填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
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候选人提名信》。

第十一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澳门特
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凡有意参
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应领取和填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参选人登记表》。在提名截止日期以
前，送交参选人登记表和十名以上选举
会议成员分别填写的候选人提名信。

选举会议成员本人登记为参选人
的，需要由其他十名以上选举会议成员
为其填写候选人提名信。

参选人在登记表中应当作出声明：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
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未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机构、
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任何形
式的资助。参选人须对所填事项的真实
性负责。

第十二条 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时间
由选举会议主席团确定。

第十三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公布第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
单和简介，并印发给选举会议全体成员。

主席团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后，选
举会议成员可以查阅代表候选人的提名
情况。

主席团在选举日之前，对违反本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参
选人，经过审查核实，可以决定不将其
列入候选人名单或者从候选人名单中
除名。

第十四条 选举会议选举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应多于
应选名额，进行差额选举。

第十五条 选举会议选举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
的方式。

选举会议进行选举时，所投的票数
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
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代
表名额的有效，多于或者少于应选代表
名额的作废。

第十六条 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
票的选举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时，始
得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
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
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
应当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
得票多的当选。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
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
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
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候选人比应
选名额多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差额比
例，由主席团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
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另行选举
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举会
议成员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第十七条 选举会议设总监票人一
人、监票人若干人，由选举会议主席团
在不是代表候选人的选举会议成员中提
名，选举会议通过。总监票人和监票人
对发票、投票、计票工作进行监督。

第十八条 在选举日不得进行拉票
活动。

会场按座区设投票箱，选举会议成
员按座区分别到指定的票箱投票。

投票时，首先由总监票人、监票人
投票，然后主席团成员和选举会议其他
成员按顺序投票。

选举会议成员不得委托他人投票。
第十九条 计票完毕，总监票人向

主席团报告计票结果。选举结果由主席
团予以宣布，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选举会议主席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
选举结果前，发现当选人违反本法第十
一条规定的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应当
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的同时，
提出当选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情况
的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经审查核
实后，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提出确定代表当选无效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
代表的资格或者确定代表的当选无效，
并公布代表名单。

第二十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接受与
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
关的投诉，并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处理。

第二十一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
辞职后予以公告。

第二十二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违反本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提出终止其代表资格的意
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意见，确定终止
其代表资格，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三条 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故出缺，
由选举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未当选的代表候选
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是被
递补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
的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递补的
代表资格，公布递补的代表名单。

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时，在未当选的代表候选人中，
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代表出缺时的
递补顺序，由主席团决定就票数相等
的候选人再次投票，按得票多少确定
递补顺序。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现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
案）》作说明。

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
区应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和代表产生
办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另行规定。
为此，在本届全国人大任期届满前，需
制定澳门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
办法。2016 年 7 月以来，全国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法工委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共
同研究起草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 （草
案），并在珠海召开座谈会，征询了澳
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
委员的意见。2016 年 12 月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草案进
行了初步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认
为，草案符合选举法的规定，符合澳门
的实际情况，建议经进一步修改完善后
提 请 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五 次 会 议 审 议
通过。

现将草案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制定选举办法的
指导原则

澳门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已经分别制
定了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
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办
法，在澳门选举产生了四届全国人大代
表。实践证明，选举办法符合澳门的实际
情况，顺利选举产生了爱国爱澳、在澳门
社会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代表，以
往四届选举办法所确定的选举名额、选举
方式和选举程序等，已经为澳门社会熟悉
和接受。为此，本次制定选举办法，应体
现“基本不变，适当完善”的原则，保持选
举办法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基本制度安
排及选举程序不作改动的基础上，根据新
的情况和实际需要，在候选人的条件、参
选人不得接受外国资助、代表资格的终止

程序等方面作出必要的补充和完善性
规定。

二、关于选举会议的构成

前四届选举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
大代表的办法都规定，以成立具有广泛
代表性的选举会议的形式提名并选举产
生全国人大代表，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
可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仍沿用成立选举会
议的办法，选举会议的组成方式也保持
不变。据此，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会议，由
参加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选举会议的人员，以及不是上述
人员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第十二
届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
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中的中国公
民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立法会议员
中的中国公民组成。（草案第五条第
一款）

三、关于候选人的条件

全国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
必须拥护宪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作
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同时
还必须拥护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效
忠澳门特别行政区。为此，草案规定，澳
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必须是年满
十八周岁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
国公民。参选人在参选人登记表中应当
声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拥护“一国两制”方针政
策，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草案第四条、第十一条第三款）。同时
规定，主席团在选举日之前，对违反登记
表所声明内容的参选人，经过审查核实，
可以决定不将其列入候选人名单或者从
候选人名单中除名（草案第十三条第三
款）。

四、关于参选人不得接受
外国资助

为防止外国势力干涉澳门特别行政
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切实维护国家安
全，草案规定，参选人填写参选人登记
表，应当声明未直接或者间接接受外国
机构、组织、个人提供的与选举有关的
任何形式的资助。如果发现参选人存在
接受外国资助的情况，由代表资格审查
委员会审查核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
代表当选无效。（草案第十一条第三款、
第十九条）

五、关于选举的组织和程序

选举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
选举。”据此，草案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
选举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主持。草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主持选举中的具体职责也作了规定。（草
案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十九条、第
二十条）

选举会议主席团是选举会议的领导
机构，草案规定，选举会议主席团成员为
十一名。主席团主持选举会议，其主要职
责包括：确定选举日期；确定代表候选人
的提名时间；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
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人选，由选举会议通
过；宣布选举结果；接受与选举代表有关
的投诉，转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处理等。这次选举办法草案，在
以往四届选举办法的基础上增加规定，选
举会议主席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前，发现当选
人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容的，应当在报送
选举结果的同时，提出当选人违反登记表
所声明内容情况的报告，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应当进行审查核实，并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出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报告，确定代表当选无

效。（草案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二条、第十
三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关于选举程序，草案延续了以往做
法，规定：代表候选人由选举会议成员十
人以上提名；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
应多于应选名额，进行差额选举；选举采
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每一选票所选的人
数，等于应选代表名额的有效，多于或者
少于应选代表名额的作废；代表候选人获
得参加投票的选举会议成员过半数的选
票时，始得当选。（草案第十条、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六、关于代表的辞职、监督
和补选

关于代表的辞职，草案规定，澳门特
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辞职，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决定接受辞职后予以公告。（草案第
二十一条）

为完善对澳门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
代表的监督机制，草案规定，当选的人大
代表在履职过程中违反登记表所声明内
容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
员会提出终止其代表资格的意见，全国人
大常委会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意
见，确定终止其代表资格。（草案第二十
二条）

关于代表因故出缺时的补选，草案
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因故出缺，由选举时未当选的代
表候选人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递补，但
被递补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的得票
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草案第二
十三条）

此外，草案还对行政长官参加选举会
议、选举会议成员的权利义务等作了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
举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
法（草案）》和以上说明，请审议。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关 于《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选 举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说明

——2017年3月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王 晨

“后真相、后西方、后
秩序”时代，世界将去向何
处？带着探求的情绪，世界
把目光投向中国。

在此背景下，“开放”
“全球化”这些中国两会的
关键词成为世界舆论的高频
词。海外媒体和观察人士认
为，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
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思
潮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两会
发出愿同世界合作共赢的信
号，中国已具备成为全球化
引 领 者 的 意 愿 、 能 力 和
机会。

意愿：中国亮明向
世界全方位开放的态度

“面对全球化、自由贸
易、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停滞
不前的现状，中国如何应
对？是否会再一次发出‘达
沃斯’之音，以安世界忐忑
之心？”3月1日，英国广播
公司网站发表文章表达对中
国两会的期待。

两个月前，白雪皑皑的
瑞士达沃斯。“经济全球化
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把困
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
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
也无助于问题解决”“中国
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
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
是贡献者”⋯⋯习近平主席
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准确
把脉。

两个月后，春暖花开的
中国北京。“中国开放的大
门不会关上”“继续推动贸
易 和 投 资 自 由 化 便 利 化 ”

“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
放的鲜明态度”⋯⋯习近平
在参加人大代表团审议时再一次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全
球化、拓展国际合作、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动力的开放
姿态。

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反全球化浪潮逆流涌动之
际，中国坚持全方位开放的态度得到了国际舆论的赞
赏。《加纳新闻》 网站评论说，世界现在需要更多而不
是更少全球化，中国这样支持全球化的国家应该在维护
世界经济秩序上扮演更为关键的角色。彭博新闻社网站
刊 文 说 ， 特 朗 普 政 府 退 出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TPP），中国却在持续开展支持全球化的行动，捍卫
自由贸易。

能力：中国已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2016 年是全球化‘遭受巨大打击的一年’，作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更大
的作用。”美联社报道如是说。

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导致落后，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
来，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中国对全球治理和推动经济全
球化提出了多项务实主张。

中国作为东道国主动设置议题，推动 2016 年 9 月
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就建立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
世界经济达成共识，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向前迈出新
步伐。

2013 年习近平正式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三年多来，这个倡议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
持，中国同 56 个国家和区域合作组织发表了对接“一
带一路”倡议的共同文件，同 11 个沿线国签署自贸区
协定，与56个沿线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截至 2016 年 6 月，中国国企在 26 个“一带一路”
沿线国承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38 项；中国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累计达 511 亿美元，在 18 个
沿线国建设了 52 个经贸合作区，累计完成投资 156 亿
美元。

《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等外媒称，站在全球化
钟摆运动的重要节点，中国正经历从全球化受益者到全
球化贡献者和引领者的转变，未来世界将继续搭乘中国
发展的“顺风车”。

机会：中国引领和抓住新的全球化机遇

“美国现在对维持全球运转和多边治理毫无兴趣，
而中国却在计划各种基础设施投资，构建亚洲、欧洲和
非洲的整体互联互通⋯⋯北京获得了引领和抓住全球化
的机遇。”西班牙媒体这样感叹。

今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与各国共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实
现各国优势互补，带动区域新增长。7月二十国集团峰
会、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还有穿插其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年会，这些都是各方探讨全球化机遇与挑战的
时机。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载文说，在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
选举和英国出人意料地决定“脱欧”之后，中国正在成
为推动全球化的最强力量之一。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长远看，中国有意愿、有能
力、有机会成为全球化的引领者。而中方则强调，中国
希望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
实现和平崛起，同时反哺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国际秩
序的合理变革。

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
一些挑战。新加坡 《联合早报》 就指出，如何吸取西
方推动全球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财富分配不
均、避免民粹主义崛起等问题，是中国所必须面对的
挑战。

文/新华社记者 樊 宇 俞懋峰
（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中国具备全球化引领者的意愿

、能力和机会

—
—

世界赞赏中国的全方位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