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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部分人士一國意識有待提升

今年內修訂宣誓例 撥亂反正
新一份施政報告用較大篇幅講述了堅持 「一國兩制」 的內
容。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了回歸以
來最嚴峻的政治挑戰，當前迫切要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
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今年內將提
交草案，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立法會條例》等本地法
例，完善宣誓安排。有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贊成盡快對特區的憲
制 秩序 和 政治 體制 正 本清 源，撥 亂反 正。

及時必要
大公報記者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管治必須堅
守 「一國」 原則，正確處理中央和特區
的關係。行政長官肩負向香港特別行政
區負責和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 「雙負責
」 憲制職能，更須全面、準確、堅定地
擔當 「一國兩制」 的執行者和基本法的
維護者。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 「雙首長
」 職能，行政主導和司法獨立並無矛盾
，行政長官的職責也包括維護受基本法
保障的獨立司法權。
「特區成立超過23年，這些基本
的政治體制問題仍時常眾說紛紜，是因
社會對憲法和基本法認知不深，部分人
士的『一國』意識有待提升，再加上別有
用心的人受外部勢力影響，利用本港較
複雜的社會政治情況，誤導大眾對中央
和特區關係的了解。」 林鄭月娥認為，
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最嚴
峻的政治挑戰，當前迫切要對特區的憲
制秩序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周宇

育，提高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概念和守
法意識。特區政府正按香港國安法第9
條和第10條制定相關計劃，亦會在 「
憲法日」 和 「國家安全教育日」 展開更
具規模的公眾教育工作。
林鄭月娥說，特區政府將在今年
內提交草案，修訂《宣誓及聲明條例》
、《立法會條例》等本地法例，處理宣
誓就職後因違反誓言的行為造成
的法律後果。她亦指，自
今年7月1日起入職的公
施政報告提到堅持
務員須經簽署聲明。
和完善
「一國兩制」 的實施，
新一份施政報
提高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概念和守
告提出，特區政府
▲特區政府堅定地擔當 「一國兩制」 的執行者和基本法的維護者
法意識等，這在現時的香港非常必要
將研究境外投票
。香港須盡快對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
安排，以及使用
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早日擺脫 「
俗稱 「電子派票」
政治化」 、 「污名化」 的現狀，回到
的電子選民登記冊
發展的軌道上。
，以明年立法會選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
舉為落實的目標。有
【大公報訊】記
被捕，資料顯示，去年6月9日至今
之一，紀律部隊亦深受市民信賴。然
消息人士透露，政府會
者周宇報道：行政長
年3月19日，約7854人在暴亂中被
而，過去一年多，香港經歷社會動盪
研究在票站設立 「關愛隊」 ，
捕，他們多涉嫌觸犯參與暴動、非
官林鄭月娥昨日在施政報
出現暴力，有人鼓吹 「違法達義」 ，
亦會研究公職人員宣誓安
法集結、襲擊至造成身體傷害、縱
告中指出，過去一年多香港經
社會秩序和法治遭到嚴重破壞，市民
排，不排除日後立法會議
火、刑事毀壞、襲警、阻礙警務人
歷社會動盪，社會秩序和法治遭到
人身和財產安全亦受到威脅。她認為
員宣誓時，由行政長官監誓。對於境外
執行職務、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罪行
嚴重破壞，要扭轉這個局面須嚴正
，要扭轉這個局面須嚴正執法， 「只
投票，林鄭月娥說，要克服技術障礙，
執法。對於在
「修例風波」
中被檢
，其中年紀最小者年僅11歲。令人
要有證據顯示任何人犯法，不論該人
且獲得足夠支持，才能付諸實施。
控的未滿18歲的年輕人，林鄭月娥
心痛的是，被捕者中心智未成熟的
的身份或背景，都要面對法律制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說，施
稱
「心痛年輕學生被捕」
，強調若
青年學生約有3219人，佔比高達四
無人可享有特權。警方必定會公平公
政報告提到要提高香港居民的國家安全
他們並非牽涉嚴重罪行、有悔意且
成，更有甚至執迷不悟者一再犯案
正、不偏不倚地依法處理。」
概念和守法意識等，這在現時的香港非
願意認罪，警方或考慮採取以警司
，其中一名17歲的涉案青年前後共
在修例風波中被檢控者超過
常必要。香港須盡快對特區的憲制秩序
警誡、簽保守行為等方式來處理案
計被捕七次。
2300人，大部分案件的司法程序正
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早日
件。有家長認為，今次不僅是讓年
在進行中。林鄭月娥強調，對於未滿
擺脫 「政治化」 、 「污名化」 的現狀。
擬警司警誡簽保守行為
輕人有一個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
18歲的年輕人，若他們並非牽涉嚴
機會，也令家長釋懷。
林鄭月娥昨日宣讀施政報告時說
重罪行、有悔意且願意認罪，警方或
黑暴亂港期間有大量青年學生
，香港長期以來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
考慮採取以警司警誡、簽保守行為等
方式來處理案件。
林鄭月娥亦指出，律政司會致力
於落實 「願景2030——聚焦法治」
，攬炒派議員瘋狂高叫亂港口號，兩度
十年計劃，通過與不同持份者合作，
打斷林鄭月娥的宣讀，立法會主席梁君
推出更具聚焦性的公眾教育活動，教
彥將多人逐出議會廳，仍無濟於事。最
授青年人正確的法治觀念，增強他們
終林鄭月娥只能改以透過視像方式，向
的守法意識。律政司亦會進行有關研
市民發表施政報告。昨日林鄭月娥在立
究，整理相關數據，盡力推動本港社
法會發表施政報告，儘管用時較長，但
會對法治的正確認識與實踐。
由於攬炒派議員或被DQ，或搞鬧辭，
有關政策隨即引起熱議，家長陳
議會秩序井然，宣讀過程比以往任何時
先生認為，過去一年，太多年輕人在
候都要順利。
攬炒派的蠱惑下誤入歧途，今次是讓
林鄭月娥感慨，對沒受滋擾有很
年輕人有一個改過自新，重新做人的
大感受，認為這是作為行政機關和特區
機會，令家長釋懷。
首長應得的對待和尊重。
大公報記者 文軒

18歲以下犯輕罪認錯 警從寬處理

須提高國安概念守法意識
林鄭月娥強調，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發展利益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
，修例風波令香港局勢的變化到了 「非
中央出手不行」 的地步。香港國安法實
施四個多月，為恢復香港穩定帶來顯著
效果，鼓吹 「港獨」 、與外部勢力勾結
的情況已逐步減退，部分頭面人物明顯
收斂，涉嫌違法人士畏罪潛逃，街頭暴
力行為也大幅減少。
林鄭月娥認為，要做到全面保障
國家安全，特區政府有必要加強宣傳教

「砥礪前行 重新
出發」 ，這既是新一份
施政報告的標題，也是
香港社會的寫照。過去一年，香港經受
了黑暴和疫情的沉重打擊，直至香港國
安法的出台，以及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
作出關於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
才令香港免於街頭攬炒和議會攬炒的威
脅。這番新景象在昨日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宣讀施政報告時，令人感受深刻。
過去攬炒派在行政長官宣讀施政
報告時，叫囂、擲物、拉橫幅，各種做
搔手段層出不窮。尤其去年在黑暴之下

特 寫

林鄭戴國旗區旗徽章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發表施政報告時，佩戴了
國旗區旗式樣的體現 「一
國兩制」 的徽章（圖），與她關於 「一國
兩制」 的論述交相呼應。她指出，行政長
官肩負向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和向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的 「雙負責」 憲制職能，更須
全面、準確、堅定地擔當 「一國兩制」 的
執行者和香港基本法的維護者。

花 絮

黑
▲暴亂港期間有不少年輕人受煽動作出
非法行為

風清氣正 今非昔比

嚴控開支 撤回待審批人事編制建議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
指出，已決定撤回所有正待審批的人
事編制建議，逐一重新審視。若有需
求，只會暫時設立有時限的編外職位
處理相關事務。
林鄭月娥表示，本屆政府採取積
極財政政策，投入大量資源為香港投
資、為市民紓困，政府經常開支由
2017-18年度的3618億元，上升至
2020-21年度的4866億元核准預算

，增幅達34.5%，平均每年10.4%，
可謂歷屆政府之冠。中美關係緊張、
社會動盪、新冠疫情令各行各業大受
打擊，政府在過去半年多已透過本年
度財政預算案和三輪 「防疫抗疫基金
」 ，一共推出約值3100億元的紓困
措施。
林鄭月娥坦言，經濟預期會繼續
疲弱頗長時間，政府收入減少，難以
持續增加開支，但政府會繼續投資基
建、開拓土地、滿足經濟和民生需

求。
林鄭月娥認為，政府應在擔當 「
規管者」 和 「服務提供者」 以外扮演
「促成者」 和 「推廣者」 的角色，應
高瞻遠矚以政策目標為依歸，更好地
完善現行的政策和措施，為各行各
業 「拆牆鬆綁」 ，為社會謀求更大效
益。她強調，即使在嚴控經常開支增
長、公務員編制零增長的情況下，各
部門亦須推行服務改革，落實利民便
民的措施。

各界：施政報告體現中央對港全力支持
【大公報訊】記者高仁報道：本港
各界表示，今次施政報告充分體現了中
央對香港在政治、經濟、民生方方面面
的全力支持，而推動香港各項事業向前
發展，歸根到底是要全面準確貫徹 「一
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方
針，期望香港更全面地發揮 「國家所需
、香港所長」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僑聯副主席余
國春表示，施政報告展現了中央對香港

的關愛和支持，當中的一系列措施涵蓋
了香港發展的方方面面，是切實有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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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融合發展的重大利好政策。中央在 「
一國兩制」 下對香港一貫支持，可以為
香港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而香港也可
以繼續發揮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的
作用，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全國僑聯副主席、中國和平統一促

進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說，施政報
告不僅從香港的迫切需求出發，推出大
力措施解決好當前的經濟民生問題，而
且也明確了積極參與國內國際雙循環，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和方向，
並為此作出部署。
盧文端說，香港社會各界只要把握
國家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繼續發
揮 「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的作用，就
一定能夠戰勝當前的困難，把香港發展
得更好。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
，新一份施政報告最大的特點在於體現
了中央對香港的關懷和支援，包括向香
港進一步開放內地市場、推動深港合作
等，為香港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但香
港能否做好，還要看各界是否能夠凝聚
共識，齊心合力用好中央為香港提供的
機遇。」 他直言，香港人對現在和前景
，正憂心忡忡。若沒有中央的這些支持
，可能會有人憂心，特區政府是否仍有
財力應對疫情後的經濟、民生等困難，

以及推動社會發展。 「在世界走向逆全
球化、西方經濟疲弱、西方打壓香港，
而香港本身又缺乏動力發展經濟的情況
下，香港日後的發展需要依靠中央大力
支持。」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
量認為，新冠肺炎疫情重挫香港經濟，
部分市民工作受影響，雖然可供分配的
資源有限，但施政報告中仍然圍繞保就
業、抗疫情等議題提出支援措施，顯示
特區政府在盡可能恢復經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