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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廣納建制派各政黨意見

勾畫未來發展藍圖 議員點讚
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的施政報告獲得社會各界歡迎，認為該報告
政治上有助正本清源，經濟方面方向正確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多個政黨早前積極提交施政報告建議，包括要求政府支
持青年於大灣區就業、全面增加土地供應、提供租金津貼等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的施政報告，吸納了建制派各
黨派的建議。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認為，今次施政報告詳細及
全面，方向正確，為香港勾勒了發展藍圖。他們亦指出，特
首在民生方面仍有改善的空間，希望特區政府以疫情 「清零
」 為 目標 ，盡 快恢 復 通關 ，振 興經 濟。

各界熱議
大公報記者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形容，今次施
政報告詳細及正面， 「政治上有助正
本清源，經濟方面方向正確，民生方
面有待加強」 。施政報告開篇強調堅
守完善 「一國兩制」 的實施，並且重
視法治，有助正本清源，值得肯定。
至於通識教育方面，民建聯強調報告
對通識科的定位正確，期望能盡快落
實通識科改革細節，並盡快處理失德
教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表示，
報告方向正確，政治方面比過去着墨
多，相信能在「一國兩制」、特區與中
央關係上正本清源，成為日後特區管
治的基調。他亦提到，施政報告提出
全面與大灣區融合發展，他相信若能
成功落實，香港將有亮麗前景。麥美
娟則欣賞政府提出在疫情問題上力爭
個案 「清零」 ，惟認為應考慮推展全
民強制檢測，配合 「封城」 措施及強
制全民使用 「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

冀果斷「清零」 盡快通關
經民聯認為施政報告方向正確，
如能落實，相信對香港中、長期發展
均有利，亦助維持香港繁榮穩定。涉
及6億元的旅遊業支援可帶領香港走
出經濟黑洞。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希望
特區政府致力吸引更多科網企業來港
，提升競爭力，在推動智慧城市方面

龔學鳴

亦須急起直追。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
促請政府以更果斷有效的措施控制疫
情，盡快通關，振興經濟。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指出，今年
施政報告內容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
任以來最詳盡、內容最豐富的一份，
勾畫香港未來發展藍圖。她提到，政
府已掌握教育的問題，包括通識科教
材沒有規管和價值觀教育失敗等，希
望政府盡快落實改善；施政報告同時
提到加設更多應用學習課目，相信可
為香港年輕人增加更多出路。

電商拓內銷 商界振奮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認為，今次施
政報告十分全面。對於特區政府提及
如何配合國家 「十四五」 規劃，開拓
國內內銷市場，商界感到高興。施政
報告提及如何對接電商平台，對內銷
有很大幫助。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馬逢
國表示，施政報告詳細談論 「一國兩
制」 的背景和大原則，並清楚指出香
港面對的一些根本性問題，以及強調
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工作是嚴峻和
急切，認為十分恰當。
旅遊界姚思榮表示，業界復甦無
期，故冀政府繼續因應業界的需要推
出更多措施，並與內地商討互認健康
碼，盡快恢復通關。

代表委員：重振經濟 助香港再出發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新
一份施政報告獲得社會各界的熱烈反
響。多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
協委員紛紛指出，該份報告急市民所
急，新措施長中短期並舉，展示特區
政府的承擔，相信可幫助香港重新出
發。
全國政協常委譚錦球表示，施政
報告在土地、房屋、青年就業、民生
及大灣區發展等範疇，提出新措施，
長中短期並舉，可信可行，這是向市
民展示特區政府的承擔。為此，我們
對特區的管治及重新出發充滿信心，
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民
▲建 聯 認 為 今 次 施 政 報 告 詳 細 及 正 面 ，
值得肯定
大公報記者賀仁攝

「跨境理財通」有突破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容永
祺指出，金融方面， 「跨境理財通」
是突破的政策，對於促進香港資產管
理中心的地位相當重要。保險方面，

容許香港保險業在CEPA框架下，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設立售後服務中心，這
是非常大的突破，因為內地同胞到香
港購買保險的人數達200萬，相信今次
政策對業界帶來很大幫助。

建制派存在是社會福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亨利形容，
今年的施政報告突顯「正本清源」 和「
重新出發」 ，幫香港社會經濟打了一
支強心針。他期望特區政府可日後加
強對香港紡織製衣界的支援，整合資
源，制訂長遠的行業五年至十年的發
展藍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
建制派是為了公眾利益，向政府提出
建議，今次施政報告吸納不同的建議
，反映建制派的存在是社會的福氣。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指出，
建制派是其是、非其非，他們的建議

獲得政府採納，是值得可喜的現象。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姚祖輝認為，
施政報告中明確表示特區政府將支持
和協助多所本港大學在大灣區內的辦
學計劃，將增強香港、以致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吸引國際人才的誘因和香港
高等教育整體競爭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琪表示，
施政報告提及，對於18歲以下有悔意
而非涉及嚴重罪行的被捕人士，可考
慮採取讓其可改過自新的措施，但政
府須為此作進一步解說及提供清晰實
施指引，亦須大力加強該等18歲以下
接受改過自新被捕者的更新、支援、
輔導及監管服務及計劃。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社會理
事會理事葉建明指出，特區政府第一
次明確提出疫情 「清零」 的目標，抗
疫若抓而不緊，不僅愧對香港700多萬
市民，也愧對中央的支持。

商界：樂見政府急企業所急

高官：務實進取 展示政府承擔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新一份施政報告以 「砥礪前行 重新
出發」 為主題，提出200多項新措施
。政府官員及行會成員紛紛表示認同
及支持施政報告，亦歡迎中央政府大
力支持香港。

「頭等大事」仍是控疫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形容，這是一
份相當全面、務實、進取、與時俱進
、具有前瞻性的政治藍圖，並充分表
現出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帶領香港重
回正軌的決心和承擔。張建宗指出，
特區政府未來會加倍努力及不遺餘力
嚴控疫情、重振經濟以及重整社會秩

序，作為有活力及開放大都會，深信
香港會再創輝煌、向前邁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認為，施政報
告涵蓋範圍廣泛，回應了社會各方面
訴求。他指出，現在特區政府的 「頭
等大事」 仍然是控制好疫情，才能使
各項措施順利展開。財政司會審慎理
財，為經濟民生長遠發展，適當採取
逆周期措施發展經濟，紓解民困。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表示，全
體行會非官守議員均非常認同及支持
施政報告，指香港要重新出發，要先
重新確認 「一國兩制」 的優勢，並更
深刻認識 「一國兩制」 ，他亦歡迎中
央政府大力支持香港。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
本港工商界及社會各界紛紛表示，新
一份施政報告能夠積極解決社會、經
濟、政治等多方面問題。
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歡迎施政
報告提出的一系列對香港經濟的支援
措施，有助中小企走出當前的困境。

促進香港融入大灣區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讚揚施
政報告內容全面，對貫徹 「一國兩制
」 在港實施有比較全面的着墨，亦就
促進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提出
具體規劃建議，為香港在後疫情和環
球政經新格局下明確了方向。
香港總商會表示，港珠澳大橋實
施 「港車北上」 不設配額計劃，結合
日趨完善的基礎建設及理順陸路口岸
通關安排，正是商界長久以來的訴求
。總商會主席王冬勝認為 「大灣區是
推動香港發展的一個重要契機，有助
本港經濟復甦。」

六大紀律部隊：全力配合落實政策
【大公報訊】六大紀律部隊首長
，相繼發聲明表示全力支持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施政報告。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表示，未來定
必帶領警隊，與其他紀律部隊共同努
力維護國家及香港安全。他強調，警
隊會按照香港國安法賦予的權力，制
止及打擊所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
活動。
香港海關關長鄧以海指出，報告
內容令人鼓舞，為未來的工作定下方
向及策略。海關會竭力配合特區政府
落實政策，包括於皇崗口岸實施 「一

地兩檢」 的便民利民措施。
懲教署署長胡英明表示，懲教署
將配合報告內容，就監獄管理引入智
能元素，加強執法及防疫能力，透過
社區教育項目，培養具有國家情懷和
奉公守法意識的年輕一代等，並與各
紀律部隊聯手，使社會經濟恢復正常
秩序。
入境處處長區嘉宏認為，施政報
告的政策及措施為香港對症下藥，凝
聚各界，帶領香港重新出發。入境處
將一如既往，為市民及訪港旅客提供
便利過境通關的措施，積極吸納外來

人才，以促進香港的持續發展。
消防處處長梁偉雄強調，消防處
定必一如以往，堅守 「救災扶危，為
民解困」 的承諾，配合特區政府的政
策及施政方針，讓施政報告各項利民
及促進社會發展的措施順利落實。
政府飛行服務隊總監胡偉雄表示
，將以專業和承擔的態度，為市民提
供緊急救援服務及支援各執法機關維
持治安及維護國家安全，並與各部門
全力抗疫，使香港重拾民生經濟發展
的步伐，實踐施政報告帶來的新希望
及機遇。

香港工業總會表示，樂見政府推
出200多項新措施，積極解決社會、經
濟、政治等多方面問題，協助工商界
把握雙循環機遇，致力推廣青年發展
及培育人才。
廠商會認為，新皇崗口岸採用 「
一地兩檢」 、實施 「港車北上」 、加
快落實 「跨境理財通」 以及推行 「大
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等，從多方面促
進粵港的經濟與社會融合，對推動兩
地的創新科技合作有立竿見影作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表示，特區
政府加強對商界的支持，急企業所急
，是業界樂見的，期望政府能真正有
效地推動公營部門改革，剔除系統僵
化，加快施政速度。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彭耀佳感謝
特區政府為本地旅遊業撥出額外支援
，相信有關措施將有助解決業界燃眉
之急。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
長姚志勝指出，施政報告在注入經濟

新動力、增加土地房屋供應、持續改
善民生都多所着墨，回應了社會大眾
的期望。

注入經濟新動力
智經研究中心主席劉鳴煒說，香
港作為具競爭力的國際化城市，把握
大灣區發展契機，發揮國內國際「雙循
環」優勢，是復甦經濟的重要方向。
香港中律協表示，支持施政報告
第17段所指，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宣
傳和教育，提高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
概念和守法意識，並進行更具規模的
公眾教育工作。
建造業議會指出，樂見施政報告
中提及開放大灣區建築專業，使本港
建造業機構及專業人士可直接參與。
互聯網專業協會對施政報告中多
項有關創新及科技業界的措施表示歡
迎，並期待特區政府提出的 「內地企
業夥伴交流及對接計劃」 能為本港創
科企業帶來更多商機。

大灣區青年公益基金籲港青把握機遇
【大公報訊】施政報告計劃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資助約200間青年初創企業，並推
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資助在
本地及大灣區內地城市均有業務的企
業聘請本地大學畢業生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工作。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
基金主席黃永光形容機遇難得，呼籲
港青好好把握。
黃永光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是國家的重點發展策略，將會發展成
為世界級灣區。而科技創新是環球未
來發展大方向，中國內地已有一批創

新科技企業達至世界水準，當中不少
就是在灣區內起步發展。到灣區內科
創企業工作，不僅是事業發展的好機
會，更可投入數碼科技產業的蓬勃發
展，學習交流，助事業起飛。
黃永光指出，香港是中國與世界
接軌的重要橋樑。香港青年以國際視
野及創新思維，積極參與建設灣區，
將具有重要的價值。年輕人到灣區就
業和生活，能夠更加實地感受內地的
創新、創業氛圍。他說，希望香港年
輕人，乘着發展大局的機遇，踏上更
大的舞台，成就更大的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