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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堅定執行一國兩制
無畏無懼依法處理衝擊國家主權行為
第五屆特區政府昨日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下就職，林鄭月娥成為香
港回歸以來首位女性行政長官。她於就職典禮致辭時表示，懷着謙卑的心
情接受人生中的最大榮耀，也準備好應對公務生涯中最大挑戰。林鄭月娥
承諾，要準確、全面履行行政長官的責任，強調 「會竭盡所能，堅定擔當
『一國兩制」 』 的執行者、基本法的維護者、法治的捍衛者及中央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關係發展的促進者」 。她又強調，會本着一如既往的迎難而上
精神，無畏無懼地依法處理任何衝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行為，
確保 「一國兩制」 在香港全面貫徹執行，不負中央和市民的重託。
大公報記者
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演辭中，引
用《同舟之情》中幾句歌詞，勸勉港人 「波
折阻不了盼望」，團結同行。（見另稿）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昨日上午在灣
仔會展中心舉行。
上午九時許，由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
林鄭月娥舉起右手莊嚴宣誓：本人就任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定當
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
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服務，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
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緊接着，香港特
區第五屆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等20多位主要
官員上台宣誓就職。之後，香港特區行政會
議成員宣誓就職。

準備好應對最大挑戰
林鄭月娥在就職典禮上致辭表示，行政
長官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須依照基本
法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負責。 「此刻我懷着謙卑的心情接受我人生
中的最大榮耀，也準備好應對我公務生涯中
最大挑戰。我會竭盡所能，堅定擔當 『一國
兩制』的執行者，基本法的維護者，法治的
捍衛者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發展的
促進者。」
對於近年社會出現的矛盾，林鄭月娥坦
言這是對她的重大考驗，但她表明：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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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一如既往的迎難而上精神，無畏無懼地
依法處理任何衝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行為，確保 『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
貫徹執行，不負中央和市民的重託。」
林鄭月娥又提到，信心是希望的基礎，
只要大家認真回顧香港回歸祖國這20年的成
就，就沒有理由對香港失去信心。
她承諾，新一屆特區政府將更積極進取
擔當 「促成者」和 「推廣者」角色，鞏固及
提升香港的傳統優勢產業，並大力推動創新
及科技和創意產業發展，為經濟注入多元動
力，為市民、特別是青年人提供優質就業機
會。

加強市民對政府信任
林鄭月娥表明，加強市民對特區政府的
信任是本屆政府的施政重點，而自己競選
期間亦提出以管治新風格重建和諧社會，
恢復市民大眾對政府的信任；承諾政府將
以 「創新、互動、協作」為原則替市民解
決問題。
此外，經濟增長會提供持續改善民生的
資源，本屆特區政府將在一系列社會議題上
與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界加強溝通，盡力建
立共識。
林鄭月娥說： 「我的願景是讓所有生活
在香港的人都抱有希望、感到幸福，有信心
香港這個家是一個富公義、有法治、享文明
、安全、富足、仁愛和有良好管治、具發展
潛力的國際都會。要實現這個願景，我們需
要團結一致、和諧共融，關愛互助。」

林鄭月娥簡歷
年齡：60歲
學歷：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
士、劍橋大學發展研究文
憑
家庭：已婚，與丈夫林兆波
育有兩子
政府生涯：36年
1980年
●港大畢業後加入政府當政
務主任，先後在多個決策
局和部門服務，處理醫療
衛生、地方行政和保安政
策事宜，並曾負責選舉事
務和證券巿場的工作
1982年
●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
1996年
●出任副庫務司（後改稱庫
務局副局長）
2000年
●8月，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
2003年
●11月，出任房屋及規劃地
政局常任秘書長（規劃及
地政）
2004年
●9月，出任香港駐倫敦經
濟貿易辦事處處長
2006年
●3月，出任民政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
2007年

禮賓府會晤胡春華
【大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傍晚在禮賓府與廣東省
委書記胡春華會面，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及
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亦有出席會面。林鄭
月娥指出，粵港兩地在不同範疇上一直關
係密切，期望兩地加強合作，把握大灣區
發展的龐大機遇，達至互利雙贏的局面。
林鄭月娥表示，昨日早上簽署的《深
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為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訂下明確
方向，並標誌着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工作取
得階段性成果。她指香港會充分發揮《國
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內《港澳專章》所明
確的獨特定位，並作為雙向開放的平台，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協調發展和共同 「走出
去」，以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建設。

●7月，獲委任為首屆發展
局局長
2012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上任，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
就職典禮上致辭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23條立法屬憲制責任 冀創有利條件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出席活動後，被問及任內是否會就基本法二
十三條立法。她回應說，為國家安全而按照
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
制責任。但鑒於社會對立法有很大爭議，有
需要詳細的分析和做解說工作，希望在任內

能夠創造一個有利條件，以展開立法工作。
林鄭月娥又指，我們要全面貫徹落實 「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她
說，昨早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重申，中央非常
有決心和信心，準確、全面落實基本法，保
障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7月，獲委任為政務司司長
2016年

上任即工作 今探訪多區

●7月，獲頒大紫荊勳章
2017年
●1月12日，辭任政務司司長
●1月16日，中央批准辭任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
布參加第五屆特首選舉
●3月1日，特首選舉提名期
結束，共取得580張提名
票入閘
●3月26日，擊敗曾俊華及
胡國興，以777高票當選
候任特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傍晚在禮賓府
與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會面。圖為林鄭
月娥（右）與胡春華（左）合照
新聞處

【大公報訊】記者孫凌奕報道：昨早剛
剛宣誓就職的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馬
不停蹄地開始工作。她今日會到訪北區、九
龍城區和中西區，探訪當地家庭，並將於下
午約5時15分在中西區參觀由發展局文物保
育專員辦事處舉辦的 「文物時尚 荷李活道
」活動。
林鄭月娥於昨日下午出席活動後表示，
在候任期間保持低調，未有參加慶祝香港回
歸二十周年的地區探訪活動，如今已就任行
政長官，今起便會開始落區探訪居民。她希
望能與司局長一起，多出席類似活動，為市
民帶來一個愉快的節日氛圍。

林鄭月娥續指，未來五年香港將有很多
機遇，而面對周邊城市競爭力的不斷增強，
若香港未能掌握和抓緊機遇，便會如逆水行
舟般，不進則退。她和她的問責團隊以及全
體公務員，會以實幹的形象，按照競選時的
政綱，一一落實有關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工作。
而夜晚時分，林鄭月娥更聯同政務司司
長張建宗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驚喜現身中
環海濱，出席廠商會、新家園協會和文聯會
正於中環海濱，聯合舉辦一連兩日的 「開心
幸運里」活動。他們與1.4萬市民以欣賞節目
、參觀懷舊街的方式同慶七一。

《同舟之情》勉港人團結同行
花

絮

「誰也經歷過迷惘，人
間的波折阻不了盼望。只須
看見有我在旁，為你一直護
航。」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聯同主要官員宣誓後即發表演辭，更
於結語中憑歌寄意，以一首《同舟之情
》勸勉港人，在獅子山下團結攜手走過
崎嶇，同建設一個更美好的香港。
林鄭月娥昨日於就職演辭中以歌作
結，讀出四年前自己所統籌的 「家是香
港」公眾參與運動，當中主題曲《同舟
之情》歌詞，指 「還有天地能前往，還

《同舟之情》
《
同舟之情》
同舟之情
》
還有天地能前往 還有生命發光
騰躍於鬧市海港 愛在舊城窄巷
誰也經歷過迷惘 人間的波折阻不了盼望
投進每個信任眼光 只須看見有我在旁
為你一直護航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公務員工會發聲明祝賀
【大公報訊】記者李淇報道：新一屆政
府宣誓就職，新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正式上
任，多個公務員工會，包括紀律部隊評議會
、四個入境處工會、消防處五個工會等都發
聲明向林鄭月娥表示祝賀，期望林鄭月娥及

其他主要官員，繼續帶領政府各部門為香港
繁榮穩定努力，在背靠祖國的獨特優勢下使
香港再創高峰。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代表致函林鄭月娥
祝賀，指相信對方可率領新一屆政府為香港

繁榮和安定作出貢獻，又讚揚新班子的成員
都有豐富行政經驗及熟悉政府運作，定可在
他們崗位上實踐林鄭月娥的理念及政綱，回
應市民訴求。
紀評會又希望，新班子可恆常地與公務
員代表保持溝通，深化彼此合作，並就公
務員薪酬福利及聘用條件等議題常與職方
討論。
香港海關各工協會恭賀新一屆特區政府

有生命發光，騰躍於鬧市海港，愛在舊
城窄巷。誰也經歷過迷惘，人間的波折
阻不了盼望，投進每個信任眼光，只須
看見有我在旁，為你一直護航。」
林鄭月娥說，記得自己統籌 「家是
香港」的運動，目的正是為香港注入正
能量，加強社會凝聚力。她向全港市民
表明與港人同行的決心，強調自己願景
是讓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都抱有希望、
感到幸福，實現這個願景，香港人需要
團結一致，和諧共融，同建設一個更美
好的香港。

成立，指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規
定，依法施政，為國家及香港繁榮穩定作出
貢獻。
而入境事務主任協會、香港入境事務助
理員工會、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會及香港
入境處員佐級總會亦致函祝賀，希望在林鄭
月娥及其他主要官員的領導下，繼續為香港
的繁榮穩定努力，在背靠祖國的獨特優勢下
使香港再創高峰。

消防處五個工會，包括香港消防主任協
會、香港消防處救護主任協會、香港消防處
職工總會、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及香港消防
控制組織員會；以及警隊四個工會，如警司
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外督察協會及
警察員佐級協會亦祝賀林鄭月娥上任。警察
評議會職方協會指，非常重視與政府長久以
來的工作關係，期待與林鄭領導下的政府共
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