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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市民對施政報告滿意度增加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香
港研究協會日前就市民對新一份施政報
告的滿意度展開民調。調查結果顯示，
逾四成市民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任內的
第四份施政報告表示滿意，滿意度較去
年增加21個百分點，多數市民認為施
政報告增加其對香港前景的信心。七成

一市民認為，現時立法會格局對加快審
議處理各項法案議案有利。
香港研究協會在施政報告公布當
日起的三日內，隨機抽樣電話訪問了
1032名年滿18歲的本港市民，發現
約41%的受訪者對新鮮出爐的施政報
告表示 「非常滿意」 及 「滿意」 ，滿

意率較去年增加21個百分點，可見市
民對今年施政報告的評價有了相當明
顯的改善。近四成受訪者指出，施政
報告在 「很大程度」 及 「較大程度」
上回應了社會現時面對的問題。多數
市民對施政報告充滿期許，對香港前
景 「信心增加」 的受訪者佔比超四成

，比去年增加28個百分點。
香港研究協會表示，市民對當前立
法會履行職責的信心有所增加。七成一
受訪者認為，攬炒派議員 「鬧辭」 後，
現時立法會格局有助加快審議處理各項
法案議案。
香港研究協會負責人呼籲特首及問

責團隊，積極就施政報告中的政策建議
進行解說工作，盡快將相關政策措施提
交立法會審議。負責人亦期盼立法會議
員積極就施政報告中的政策措施展開辯
論，提出質詢，監察、跟進落實進度，
解決好與市民息息相關的經濟民生問題
，讓香港社會重新出發。

特首發表施政報告後有否改
變你對香港前景的信心？

立法會內建制派議員佔大多
數，你認為是否有助立會加
快審議處理各項法案議案？

施政報告意見調查
特首以 「砥礪前行重新出發
」 作為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
，對此你有幾認同？
非常認同、認同
非常不認同、不認同
一般、無意見

整體來說，你有幾滿意今年
的施政報告？

52%
28%
20%

總括來說，你認為今年施政
報告有幾大程度上回應了社
會現時面對的問題？

非常滿意、滿意

41%

很大程度、較大程度

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32%

程度一般、較小程度

一般、不知道／很難
說／無意見

27%

沒有回應、不知道／
很難說、無意見

38%
33%
29%

信心增加
信心減少、沒有改變
不知道／很難說、無
意見

41%
45%
14%

有幫助
沒有幫助、不知道／
很難說／無意見

71%
29%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

引入電子選民登記冊 有需要人士優先領選票

【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吳嘉鈴報道：本來 「
胎死腹中」 的 「明日大嶼」 中部水域人工島前期研究
撥款項目，因立會延任一年而 「重生」 。昨日立法會
財委會審議涉款5.5億元的該項目。發展局局長黃偉綸
強調，政府目前爭取開展約需42個月的研究，期望
2027年開始填海及2034年可入伙，其間將進行公眾
諮詢。多名建制派議員表示支持，亦就房屋供應、工
程開支等方面作出提問。會議經過逾三小時的討論，
項目亦未表決，有待下周五（4日）會議繼續審議。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昨
日在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上強調
，特區政府會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釋法內容和相關決定，盡快就基本法
第 104 條 ， 有 關 宣 誓 的 解 釋 進 行 本 地
法例修訂工作。他亦指出，特區政府
正積極研究《選管會報告》提出的境
外投票安排、引入使用電子選民登記
冊、安排有需要人士優先領取選票等
建議，制訂可行方案後諮詢立法會意
見，以 完善 現 有選 舉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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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就基本法第104條進行本地法例
修訂工作，曾國衞表示，目前本地法例只
規定了誓言內容，但未對宣誓方式進行明
文規定。此外，對於公職人員出任公職前
拒絕或忽略宣誓、擔任公職期間違反誓言
等情況，本地法例暫未有明文規範處理機
制，亦未闡明需承擔的法律後果。

將就有關宣誓解釋修例
曾國衞強調，特區政府會根據早前全
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104條釋法的相關
規定、今年11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並參考相關法庭判決，適當修訂相關
條例。政府會盡快完成法例草擬工作，提
交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他透露，其中

▲政府正積極研究實施境外投票的可行性。圖為2016年立法會選舉市民排隊投
票情況

一個考慮方向是在法例上對監誓人有更明
確的規定，認為特首為立法會議員監誓沒
有什麼問題，但現時未有定案。

新投票安排未有時間表
至於推行境外投票，曾國衞說，政府
需要通盤考慮多個因素，包括是否需要及
如何為境外投票制訂預先登記的安排，如
何有效安全運送選票及票箱來往香港和境
外的投票站，如何安排投票及點票期間的
事宜，如何處理發生在境外票站的突發情
況、維持票站秩序，如何就違反選舉法例
展開執法工作等。他表示，政府正對明年
立法會選舉會否實施境外投票展開可行性
研究，政府秉持開放態度，在研究未成熟

前不會貿然推出措施，暫無具體時間表。
曾國衞相信，引入電子選民登記冊有
助提高派發選票的準確度，令整個程序更
為流暢、有效，亦可以增加發票櫃枱發票
的靈活性。他認為，香港是一個關愛社會
，為相關人士提供 「關愛安排」 是有需要
的。
曾國衞亦表示，特區政府會根據新
修改的《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定
、原則和精神，對《國旗及國徽條例》
作必要和合適的修訂。他說，《國旗法》
及《國徽法》是全國性法律，香港特區有
責任進行修訂《國旗及國徽條例》的本地
立法工作，特區政府會盡快完成修訂相關
條例，履行特區的憲制責任。

活化珍寶海鮮舫助海園重生
【大公報訊】記者關據鈞、吳嘉鈴報
道：施政報告中 「躍動港島南」 計劃，海
洋公園及躍動港島南計劃會注入新元素，
推動海洋公園與珍寶海鮮舫能夠互相補足
，期望可助公園 「重生」 ，帶動整個南區
發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27日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上表示
，制定經貿策略時要 「兩條腿走路」 ，既

要防疫情，又要抗逆境，重啟經濟，掌握
商機。
邱騰華表示，珍寶海鮮舫是本港獨特
標誌，處於漁港核心地方，認為海洋公園
不應故步自封，要注入新動力，考慮發展
園外，認為雙方可互相補足，連繫海洋公
園推動本港發展，及展示香港其他旅遊資
源。他又說，海鮮舫不會只是維持做酒樓
或食海鮮，認為這會是南區一個很好的亮
點，會商量如何利用該流動畫舫，配合整
個南區發展。
就有關項目的撥款和推行的時間表，
邱騰華稱，現階段難評估會耗資多少錢，
因計劃中有部分措施是與海洋公園合作，
涉及旅遊的項目相信會較早實行。他指出
，海洋公園現階段是以招標形式，引入海
鮮舫營運者，預計不會對其財政構成壓力
。關於政府會否再撥款資助，他則表示，
會於明年一月海洋公園有整體重生方案後
再交代。
邱騰華強調，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
除了內地經濟反彈外，其他都沉底，因此

施政報告亦提到要強調 「一國兩制」 的獨
特優勢，融入國家的大局，並不斷連繫世
界，尋找商機。 「我們關注疫情管控，同
時亦要找方法走出逆境，也要倚仗任何有
經濟復甦勢頭的地方。」 他指出，在經濟
發展上，包括如何利用國家對外的 「雙循
環」 策略，其中 「內循環」 上，貿發局會
有措施；另一個是開拓市場，爭取加入
RCEP，並與內地在專業服務與內地企業
作夥伴交流和對接；最後一個策略，就是
對中小企、展覽業以及旅遊業的支援。

推GoGBA平台 助港企北上
貿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明年會推出
「GoGBA」 的一站式服務平台，為拓展
大灣區的港企，提供包括市場情報及商務
規條資訊；培訓及小組諮詢服務，以及線
上線下推廣活動。他又提到，香港在 「一
帶一路」 方面，香港的專業服務精英有重
要角色，例如泰國一個Smart City項目
，就是貿發局將畢馬威及北京建工、泰國
AMATA公司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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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2027年開始填海

經政府調動議程後，「明日大嶼」 中部水域人工
島前期研究撥款申請昨在財委會審議。黃偉綸發言時
先強調政府目前希望能夠開展的是一項研究，而非立
刻啟動填海工程。他同時強調，會在研究中進行各項
評估，包括財務、環境、交通等事宜，需時約三年半
以得到更準確及全面的研究數據，其間會諮詢公眾。
黃偉綸提到，發展中部水域人工島可為香港帶來
大量的公眾利益，包括提供中長期所需的1000公頃土
地；增加15萬至26萬個房屋單位，當中七成為公營房
屋；為香港提供約20萬個就業機會、規模等同於中環
八成的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對香港可以成為一個更環
保、更智慧和具抗禦力的城市作出大的正面貢獻。
多名建制派議員在會上表示支持，同時就房屋供
應、工程開支等作提問。新民黨葉劉淑儀問到，計劃
最快讓市民 「上樓」 ，亦擔心會否因司法覆核等因素
亦會令工程延誤。黃偉綸回覆指，預計2027年可展
開填海工程，並在2030年有土地推出，最快2034年
可入伙，亦表示會加快研究步伐，政府會努力推進。

多解說免被污名化

民建聯劉國勳指出，市民擔心財政負擔問題，研
究如何確保工務工程不會超支，以及比較不同融資方
式。黃偉綸表示，會研究不同的融資方案，包括物業
與鐵路發展方案，同時提及1979年的沙田第一城的
計劃相當成功，政府不須使用分毫填海。
另外，民建聯李慧琼、葛珮帆及工聯會黃國健、
麥美娟分別提及攬炒派過去反對明日大嶼而印製的文
宣，指政府未進行研究已被 「唱衰晒」 及污名化，同
時認為政府對於抹黑的回應不夠即時。黃偉綸回應指
會 「思考下」 ，同時表示會加倍努力解說，強調政府
會 「是其是非其非」 。
對於有團體質疑 「明日大嶼」 與環保政策會否相
抵制時，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說，長遠來說要令到一個
城市達低碳轉型，在於舊有建築的使用和改造，同時
新建築應把握建造與設計的機遇，令新基建協助香港
達碳中和。他指出，全球各地均有類似建設，重點在
於該類建設後如何在運行過程中達到長遠低碳節能。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 「明日大嶼」 計劃是本港
非常重要的基建項目，會發展作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提供工作及住宅，解決土地供應問題。他指出，此項
目是解決本港長期缺地問題的容易及快捷方法，當局
將來可以賣地，所投放的資金是投資而非白白浪費。
▼明日大嶼 可為香港提供
十五萬至二十六萬個住宅單位
，創造約二十萬個就業機會

▲珍寶海鮮舫活化後，不會只維持做酒樓
，會研究如何配合整個南區發展
大公報記者關據鈞攝

財委會審議 明日大嶼 前期研究撥款

曾國衞：積極研究境外投票安排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