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月娥：今年九月推出替代通識科的公
民與社會發展科；隨着國安法的頒布在學
校內推動國家安全的教育；亦要求辦學團
體要提升它們的管治，對於違規的老師絕
不手軟。這些工作是需要深化的。未來這
段時間是需要積極完善我們香港的教育制
度，能夠培養出我時常都說的──希望我
們的下一代是有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國
際視野、對香港社會有承擔的新一代。

經民聯議員林健鋒：政府未來一年會在
教育方面做些什麼？

經民聯議員劉業強：今年是中國共產黨
建黨百年，特區政府會否牽頭積極舉辦
分享會、宣講會和交流會，宣揚國家主
席習近平講話內容和精神，讓市民可以
加以認識和學習？

林鄭月娥：既然建立了這個氛圍、基礎，
我們一定會好好利用，以深化香港市民，
特別是年輕一代對於國家的認識、對於自
己國民身份的認同、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
展與香港的關係。我們應該稍後亦由特區
政府與中央的機構合辦一個大型的展覽，
介紹中國共產黨在這100年的發展，特別
是和香港的關係。

特首回答議員問題撮要

林鄭月娥：在運動方面，一直以來沿用三
方面政策：精英化、盛事化和普及化。文
化藝術方面，下一階段需要做更多培訓，
讓更多青年進入這個行業，或是與內地交
流、與國際交流。

民建聯議員鄭泳舜：政府在支援體育文
化藝術方面，有沒有什麼新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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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新界北發展需有全盤考慮

林鄭月娥昨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
15分鐘的開場發言主要談及房屋及土地
供應。她說，土地房屋是現屆政府重中
之重的工作，覓地工作寸土必爭。她任
內把公私營房屋比例由 「六四比」 改為
「七三比」 ，料任內落成的公營房屋有

逾9.6萬個單位，比之前五年多近50%。

確保十年後土地供應
立法會及現屆政府即將換屆，林鄭

月娥說，房屋土地供應仍是施政重點，
未來一年政府會在五方面加強工作，包
括着重高層督導，不容許政出多門；積
極推展交椅洲人工島及新界北研究及規
劃，確保十年後土地供應充裕；更進取
採納基建先行、創造容量的原則，加快
新鐵路策略發展；進一步簡化發展流
程，提升發展局項目促進辦事處協助各
部門，加快審批私人發展項目的效率；
以及檢視進一步提升市區重建的方法。

會上，多名議員關注房屋土地問
題。民建聯柯創盛關注，原落馬洲管制
站騰出的20公頃土地，為何將用地與新
田／落馬洲發展一併研究。他估計這幅
土地可興建近萬個單位，希望政府重新
考慮用以優先興建公營房屋。

林鄭月娥說，每次土地發展都有個
程序，也要講配套，作為口岸用地，不
等於明日便可以作為房屋用地，要確保

配套齊備；況且皇崗新口岸工程要兩至
三年才完成，有關土地不是一個短期可
做到的建屋項目，也可能影響大局。她
說，皇崗口岸接近有關的創科發展，應
全盤考慮，透過增加容量的方法，令新
界北能更滿足社會對房屋用地的訴求。

續展現開拓土地決心
工聯會麥美娟要求政府檢討《城規

條例》及《保護海港條例》，縮短土地
開發時間，並重推一手樓空置稅，林鄭
月娥回應指，現屆政府任期難以完成相
關工作，期望下屆政府再梳理相關法定
要求。至於空置稅，香港經濟自由開
放，奉行簡單稅制，政府不能輕易答應
從稅制下手，解決土地開發問題。她重
申會繼續展現開拓土地的勇氣，但餘下
任期內不會提出估計難以達成的目標。

林鄭月娥無回應會否爭取連任，但
認為政府施政要有長遠考量。她提到，
現時 「一國兩制」 回到正軌，政治安全
有了保障，特區政府可計劃得更長遠，
特別是土地同經濟發展。她指出，香港
回歸以來的教育工作有缺失，在國民身
份認同和對國家發展了解上要急起直
追，當局已推公民及社會發展科，推動
國安教育，對違規老師絕不手軟，未來
會積極完善教育制度，培養下一代有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同國際視野。

房屋問題重中之重 將循五方面增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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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者治港，堅定不移
立 法 會 議

員、新民黨主席
葉 劉 淑 儀 接 受
《環球時報》採

訪時談到未來管治團隊問題。她認
為，愛國者治港要落到實處，管治
團隊也要具有開創型風格。

回歸前，香港依靠技術官僚執
行及推動政府政策，顧名思義技術
官僚只是高級 「打工仔」 。政府大
權落在英國委派的港督和政治顧問
身上，歷任港督及政治顧問均出自
英國外交部、政黨及情報機關，均
屬政治任命，雖不能稱為政治家，
但最少也是身經百戰，有政治手腕

的政客。本地技術官僚不必管，亦
不能管政治，他們只需安分守己
「打好份工」 。公務員隊伍只是照

章辦事，聽命於英國人而已。
回歸後，香港累積的社會矛盾

及引發的社會事件，暴露出香港存
在的深層次問題。香港不缺技術官
僚，但缺乏具國際視野、熟悉國家
運作、有承擔、有使命感的政治家
隊伍。

國安法在港實施，為香港創造
了穩定社會環境。推動 「一國兩
制」 實踐行穩致遠，必須由高瞻遠
矚的政治家隊伍帶領。治港隊伍必
須是愛國者，這一點堅定不移。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訊】記者常彧璠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上午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表示，相
信提高疫苗接種率及維持外防輸入是有利條件，本港
疫苗接種率如達七成，將有利香港與內地恢復人員往
來。她又指出，政府正考慮要求更多政府僱員、教師
以至安老院舍員工，接種疫苗或接受定期檢測。此
外，政府亦考慮要求參與定期檢測人士自費檢測，但
重申無打算強制市民接種疫苗。

會議上，多名議員關心香港何時可與內地通關。
林鄭月娥表示，每當本港疫情緩和，有條件提出通關
時，她都有向中央反映意見。上一次提交報告中，她
建議初步通關可給一定配額予基於重要理由的人士，
在廣東省範圍內活動，無奈因第四波疫情的到來而流
產。

疫苗接種率達七成有利通關
她強調，創造通關條件需在兩方面努力：一方面

是提高疫苗接種率，本港現時首劑新冠疫苗接種率約
為四成，條件不算很有利，她呼籲市民積極接種，若
能提高至70%，相信可成為通關的有利基礎；另一
方面則是 「外防輸入」 ，雖然本港作為金融及商業中
心，難以讓外來人士抵港，但若開放太多旅遊通道或
免檢疫回港，可能會削弱達至人員往來的條件。至於
香港與澳門的通關事宜，林鄭月娥說要看 「大圖
像」 ，即內地與香港或內地與澳門通關安排，澳門當
局亦說明並非28日 「清零」 就是通關條件。

林鄭月娥又指出，17萬公務員中約6.4萬人為前
線政府僱員，現時須接種新冠疫苗或定期接受病毒檢
測。此組別接種率佳，現逾七成，政府打算擴大組別
以涵蓋更多政府僱員。

此外，她表示，學校沒有面授課程，對基層學生
影響較大，教育局正考慮是否同樣要求教師接種疫苗
或定期檢測；亦希望積極落實安老院舍員工接種疫苗
參與組別，令接種率更高。她又稱，政府亦考慮，日
後要求參與定期檢測的人士，自費定期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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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政府將循五方面加強
土地房屋供應，包括推展新界北的研究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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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問題困擾不少港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土地房屋
供應是餘下任期的施政重點，政府將循五方面加強工作，包括推
展交椅洲人工島及新界北的研究和規劃、加快鐵路及道路網絡發
展，以及檢視可提升市區重建的方法等。她透露對新界北發展有
新想法，會以整全方法研究新界北發展，並透過增加容量令新界
北更滿足香港對房屋用地的訴求。

林鄭月娥重申，要徹底解決港人居住問題，要有持之以恆的
決心，而非因時制宜的招數；強調不會因經濟短期波動或物業價
格升跌，動搖推行政策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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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鄭文迪

國安法保港營商環境

龍眠山

外國傳媒報道，美國總統拜登即
將發表講話，警告美國企業在香港營
商的風險越來越大，同時有可能遭到
中方制裁云云。顯而易見，這是美國
當局抹黑香港的又一卑劣舉動。

但如果拜登看到香港特區政府剛
剛發表的一組數字，必定大失所望。
公司註冊處統計數字顯示，今年上半
年，新成立的香港本地公司為56253
間，較去年下半年大增11.07％。同樣
在上半年，在本港註冊的非香港公司
有662間，平均每日新增3.6間外地公
司，其中可能有美國公司。

在香港註冊的本地及外地公司上
半年雙雙增長，這是投資者用真金白
銀為香港的投資環境和未來前景投
票。所謂 「在港營商風險上升」 實不
知從何談起。

有目共睹的是，香港國安法落實
後，街頭暴力不再，社會恢復安寧，
穩定的社會環境對企業運作是利好而
不是利空，這是最簡單不過的道理。
見多識廣如拜登豈能不知這個道理？

但為了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美
國政客最愛昧着良心說謊話。

說到破壞營商環境，美國才是罪
魁禍首。在美國政客支持下，反中亂
港勢力前年藉修例風波發動 「顏色革
命」 ，企圖 「攬炒香港」 ；當圖謀被
挫敗、洋奴走狗幾乎一網成擒後，美
國惱羞成怒，宣布取消對香港的貿易
「特殊地位」 ，又多番制裁特區官

員。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得意洋洋地
宣稱：香港金融中心將因制裁而 「完
蛋」 ，美國將因此得益。當時如此狂
妄，如今又好意思來 「關心」 香港的
營商環境，真是何其虛偽！

事實勝於雄辯，國安法頒布實施
之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堅如磐
石。特朗普希望的 「香港完蛋」 沒有
出現，他自己倒是下台 「完蛋」 了。
拜登重彈老調，同樣不可能成功。美
國人最好還是搞好自家的 「一畝三分
地」 ，美國坐視種族矛盾惡化，那才
是 真 正 的 營 商 風 險 上
升。

實現七成接種率 須推更有力措施
香港何時才能與內地恢復通關？

在昨日立法會答問會上，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表示，起碼要有七成人注射疫
苗，才能增加與內地通關的有利條
件。這是政府首次明確 「量化」 接種
率目標，態度積極。儘管距目標仍有
很大一段距離，但事在人為，有決心
就一定能做到。

特區政府六月初開展 「全城起
動 快打疫苗」 行動，目標是九月開
學前大幅提升接種率，以實現集體免
疫屏障。當局採取了一系列鼓勵接種
的措施，商界也以 「打針送樓」 等措
施激勵市民接種，效果立竿見影，現
時每日平均接種數增至約六萬劑，情
況令人鼓舞。但無可否認的是，目前
全港打了第一針的只有40.1%，打了兩
針的只有28%，注射疫苗的進度依然
緩慢，跟不上現實需要。

不妨做一道簡單數學題。全港合
資格接種的12歲以上人口約650萬，
七成接種率意味着455萬人。以每人
打兩針來算，一共需接種約910萬

劑，迄今全港已接種463萬劑，尚欠
447萬劑。若以目前每日最高6萬劑的
進度，滿打滿算，要兩個半月才能達
到目標，那已是十月之後的事了。

也就是說，以目前的接種進度，
是不可能在九月前達標，除非採取更
有力的措施。實際上，從今日開始到
九月一共是47天，如果每日接種能達
到10萬劑，就能實現七成接種率、形
成集體免疫屏障。

香港能做到嗎？絕非不可能，關
鍵在怎麼做。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表
示，會要求更多的公務員和老師接種
疫苗或定期檢測，並考慮未來檢測需
自費。言下之意是，用檢測自費的方
法迫使猶豫者接種。這個辦法能否奏
效，過去140天的結果已經說明，如果
光靠 「自覺」 、光憑 「鼓勵」 ，是很
難達到預期目標的。

其實，接種率已達到或接近七成
的西方國家正在實施的一些 「谷針」
措施，完全值得特區政府參考、效
法。例如，法國政府日前宣布強制要

求醫護人員必須在九月中旬前接種，
否則停工及停發工資。意大利四月份
已經這麼做了，美國部分州也採取類
似的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地區已落
實 「疫苗通行證」 制度，公眾需展示
接種證明才能出入戲院、體育館、圖
書館等公共場所及搭乘飛機和長途火
車，未能出示證明者被限制行動自
由。這雖然不是強制要求國民接種，
但效果差不多。

「自由」 等理念在西方曾經是
「神聖不可侵犯」 ，但新冠疫情改變

了這一切，人們已接受這樣的概念：
為了保障公眾利益，為 「自由」 增加
一些限制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事實上，香港的民情民意也出現
了變化，去年這個時候，不少香港人
還無法接受強制隔離、強制檢測等抗
疫措施，而現在，這些已是標準化的
抗疫做法，不存在 「民意反彈」 的問
題。窮則變，變則通。為了早日恢復
通關，特區政府是時候採取一些更有
力的措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