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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預留疫苗予港人

資助青年大灣區發展

• 中央支持香港，確保

• 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新冠肺炎病毒疫苗供
應，預留一定數量的
內地研發或生產的疫
苗供香港市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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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資助計劃」，資助約
200間青年初創企業，並在
「青年發展基金」預留1億
元。另推出 「大灣區青年
就業計劃」。

庚子年十月十二日 第42120號
今日出紙二叠八張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特首施政展決心 市民讚貼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任內第
四份施政報告
大公報記者蕭霖攝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
圍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早前提出
的 「一件頭等大事」 、 「兩個統籌」 及 「三個有利於」
推 出 逾 200 項 體 恤 民 情 新 措 施 ， 並 公 布 中 央 支 持 香 港 的 七
項政策。對於疫情防控這一頭等大事，中央支持並要求
特區政府 「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在疫情可控下循 「
健康碼」 互認，逐步有序恢復兩地人員往來，並為香港
市民預留疫苗。施政報告提出力爭確診清零，或再推大
規模社區檢測。林鄭月娥表示，經歷磨練的香港，在全
體市民共同努力下，定能克服困難向前邁進，希望這份
施政報告為社會帶來信心和希望。社會各界稱讚施政報
告 夠貼 地，全 力支 持 特區 政府 落 實措 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於11月6日會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時作重要講話

韓正講話要點 （11月6日）
• 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

• 加強統籌謀劃，突出重點、

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嚴格落實常態化疫情
防控措施，統籌做好
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
工作。

• 要把握國家進入新發展

遠近結合，既要從市民的迫
切需求出發，解決好當前的
民生問題，也要明確目標和
方向，逐步解決制約香港長
遠發展的瓶頸。

階段的新機遇，在構建
新發展格局中充分發揮
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譜寫香港
發展新篇章。

• 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增
進香港同胞切身福祉、
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
融合發展的事情，中央
都會全力支持。

頭等大事
大公報記者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到訪北
京、廣州和深圳，向中央及廣東省
爭取支持香港發展及經濟復甦的政
策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林鄭月娥時提
出，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
大事來抓，並要求香港統籌做好疫
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工作，同時強調
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有利於增進香港同胞切身福祉、
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融合發展的
事情，中央都會全力支持。

力爭清零 或推全民檢測
面對第四波疫情兇險，林鄭月
娥在施政報告中提到，中央支持並
要求特區政府採取一切 「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的措施嚴控疫情，在
香港疫情可控的情況下，通過 「健
康碼」 互認，逐步有序恢復粵港人
員在無須強制檢疫下跨境往來；中
央亦支持香港確保新冠肺炎病毒疫
苗供應，需要時預留一定數量內地
研發或生產的疫苗供香港市民使用
。施政報告亦提出力爭確診清零的
目標，不排除再次推行大規模社區
檢測。
林鄭月娥承認，疫情未受控導
致人員流動受阻，影響香港經濟活
動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但形容靠
全民強制檢測實現確診清零，是 「
流於口號」 。她又表示，現時若出
現一個群組、大廈等的爆發，就會
劃定相關範圍要求全部檢測，而且
會禁足。她舉例指若再有碼頭出事
，會派採樣隊伍到現場，然後要求
警方封鎖特定範圍進行檢測。她強
調，即使有涉及8000戶的屋邨出
現爆發，都會封邨，居民要檢測結
果呈陰性才可以離開。

莊恭誠

中央支持香港 的 七 項 政 策 措 施
•年底前全面落實此

前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領導小組原則上
通 過 的 24 項 政 策
措施，最新涉及醫
療、科研、交通及
跨境理財。

• 加快香港上

市未盈利的
生物科技公
司和內地科
創板股票納
入兩地互聯
互通。

▲政府推出措施幫助本港青年在大
灣區創業及就業

•支持香港國際機場投資

入股珠海機場及參與營
運發展。

•支持香港與深圳共同建

岸採用「一地兩檢」，以
釋 放 香 港 口 岸 區 逾 20
公頃土地作其他用途，
並探討優化羅湖口岸。

•支持港商拓展內銷管道

和對接電商平台。

•支持並要求特區政府

「
外防輸入、內防反
彈」，在疫情可控下
循 「
健康碼」互認，
逐步有序恢復兩地人
員往來，並為香港市
民預留疫苗。

2020施政報告措施重點

林鄭月娥認為，現時對疫情爆
發地區和高風險群組實行局部封鎖
及強制檢測，是控制疫情的可行方
法，同時亦要市民共同配合、盡量
保持社交距離及參與自願式的 「願
檢盡檢」 ；而由於潛伏期可能逾14
天或令現行隔離檢疫失效，真正確
診清零可能要等疫苗面世。

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
•外防輸入：政府已全面收緊入境管制措
施，要求所有在中國以外地區到港人士
必須在酒店進行強制檢疫14天，而來自
高風險地區的則須能提供病毒檢測陰性
的證明才可登機
•內防反彈：在切斷病毒的社區傳播方面
，要求高風險群組接受強制檢測，並更
廣泛地推行沒有病徵人士 「願檢盡檢」
，或再次推行大規模的社區檢測，力爭
在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和配合下達至 「
清零」

鼓勵灣區就業 提供補貼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施政
報告提出，為到大灣區工作的香港
青年提供薪金補貼，並在深港創科
合作、吸引海外創科專才方面落墨
。施政報告亦推出多項抗疫紓困措
施，涵蓋創造就業、資金援助等。
房屋方面，施政報告指出，政
府已覓得可提供逾31萬個公營房屋
單位的330公頃土地。不過林鄭月
娥指出，該成果不足以滿足市民中
長期住屋需求，故本屆政府不會放
棄 「明日大嶼」 計劃，而且相信該
計劃的土地具投資及商業價值，財
政上可負擔，融資方案則可探討。
對於攬炒派稱今年施政報告 「
只顧中央不顧港人」 ，林鄭月娥反
駁其 「顛倒是非黑白」 、 「沒話找
話來說」 ，並強調中央的支持正是
出於關心港人、彼此絕非對立。

抗疫紓困

•除在本年度招聘約10000名公務員和在
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下創造約30000
個有時限職位外（當中超過11000個職
位適合大學畢業生），政府會創造更多
行業為本的就業機會，涵蓋環保、建造
及工程、創科、物業管理、法律、創意
產業等，聘用近年畢業的青年人
•支援商貿和中小企：擴大 「中小企業市
場推廣基金」 資助範圍，為期兩年，讓
受疫情影響企業充分利用線上線下展銷

▲疫下不少商店已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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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的深圳園區和位於落馬
洲河套的香港園區。

•在位處深圳的新皇崗口

•延長「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 「公共
交通費用補貼計劃」
•旅遊業：為受疫情重創的旅遊業界推出
額外6億元紓困措施

堅持 「
一國兩制」 知法守法

•致力落實 「願景2030──聚焦法治」 的
十年計劃
•在 「修例風波」 中被檢控的2300多人，
對於18歲以下有悔意而非涉及嚴重罪行
的被捕人士，警方願意視乎情況考慮採
取讓其可改過自新的措施，例如以警司
警誡或簽保守行為來處理，但前提是該
未成年人士需承認他犯錯的行為

培育人才

•加強德育、公民和國民教育，深化《憲
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
•改革高中通識教育科
•強化教師入職、在職及升職前的培訓，
提高教師質素
•在 「優質教育基金」 預留20億元推行為
期三年電子學習資助計劃

聚焦創科 灣區發展

•與深圳共同建設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並與深圳市政府研究在落馬洲河套港深
創新及科技園首批研發大樓落成前，由
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和管理深圳福田科
創園區部分地方
•推出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 及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推出20億元為期五年的 「傑出創科學人
計劃」
•向 「創意智優計劃」 再注資10億元

造地建屋

•已覓得330公頃土地，可興建316000個
公營房屋單位
•未來10至15年可提供超過10萬個公私
營房屋單位，主要來自北環線沿線約90
公頃房屋用地
•長期房屋供應選項，主要須靠交椅洲人
工島填海、龍鼓灘近岸填海和重新規劃
屯門西發展，共約1440公頃土地
• 「明日大嶼願景」 ：目前申請撥款的是
涉及1000公頃填海及相關策略性交通基
建的中部水域人工島研究

注入經濟新動力

•將在香港上市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
和內地科創板股票在符合特定條件下納
入「互聯互通」的選股範圍
•加快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
•在 「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 下預留
5000萬元，資助專業團體加強在大灣區
及海外的宣傳推廣
•鞏固及提升機場城市建設，機管局將在
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興建多項創
新設施
•建造業：維持未來數年每年超過1000億
元工務工程投資，計及私營界別投資，
可為建造業創造超過30萬個就業機會
•會展業：運用10億元 「會議展覽業資助
計劃」 ，資助參與由貿發局舉辦的展覽
的參展商和主要會議的參加者
• 「躍動港島南」 計劃，提出8大重點項
目，包括制定海洋公園的重生方案，結
合活化重生的珍寶海鮮舫，打造為歷史
文化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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