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學中文研納公僕學院課程

在答問大會上，面對陳健波的質疑，
林鄭月娥承認語文能力是政府的弱點，並
稱改善中文水平 「要大家各自努力」 ，笑言
「個個（官員）一把年紀，要重新學習好
難。」 又指語文能力要從小建立，要改善中
文就要多看書，故她 「成日建議人睇書」 。

把握灣區機遇 學好普通話
陳健波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

示，香港大多數的普通市民都是慣常使用
中文，對英文並不熟悉，而政府一些文件
或者指引，都是以英文為主，即便一些是
中文的，也是用英文 「夾硬」 翻譯成中文
的，不僅讓人看不明白，還為市民造成不
便。他向林鄭月娥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希
望能讓中文得到更多重視及應用，方便普
通市民。

港英殖民時代，英語與管治階層緊密
地捆綁在一起。回歸後， 「英語中學」 和
「中文中學」 的分野更是強化了英語的
「精英迷思」 。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
計，以粵語為慣用語言的人數佔全港
88.9%，而英語慣用者僅佔4.3%。不過，
金融、法律、醫療等不少高薪職業，都是
用英文為主，英文遂被視為 「精英語

言」 。
特區政府在香港回歸時就已經定下了

「兩文三語」 政策，目標是 「中英兼
擅」 ， 「兩文」 指的是中文和英文， 「三
語」 指的便是粵語、普通話和英語。但在
香港回歸25年後，為何政府文件還是 「慣
用英語」 ，而在中文的行文上還是 「好有
問題」 ？對此，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
聯副主席陳勇表示，英文和中文都是香港
的法定語言，香港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把握國家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學好
中文乃至普通話都尤為重要，如果現在還
有人以不擅長中文為驕傲，必然會被歷史
淘汰。

倡新入職公僕需考核中文
陳勇強調，現在全世界都在學中文，

很多外國人以學習中文為榮，因此我們更
要對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他認為，回歸這
些年，高級公務員的普通話都說得愈來愈
好，證明只要肯用心，公務員學習好中文
並不難。因此除了加強現有公務員中文學
習外，對新入職的公務員也要進行中文的
培訓和考核，中文達標了，才能更好地服
務市民。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出席問答大會時，保險界議員、財委
會主席陳健波批評政府官員中文水平低，政府文件的中文行文 「好有
問題」 、 「又長又譖」 ，促政府改善中文水平。林鄭月娥回應表示，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建議日後或要把 「學習中文」 放入公務員學
院的課程。有政界人士表示，如果現在還有人以不擅長中文為傲，必
然會被歷史淘汰。

大公報記者 龔學鳴

議員批評政府官員中文水平低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發
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提
出發展 「北部都會區」 、增加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配額、檢討政策局架構等諸多
提議。多個團體認為，報告提出多項促發展、利
民生的重大舉措，有利於香港迎接新局面。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表示，報告在增加房屋
土地供應方面投放了更多資源，大聯盟期盼特
區政府在未來的日子裏繼續為民眾辦實事、簡
化流程、加快進度，讓香港能夠徹底告別劏房
和 「籠屋」 。大聯盟亦呼籲香港市民團結一
致、全體公務員積極落實、社會各界共同努
力，為香港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房屋規劃布局全面 破除陳規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指出，今次施政

報告在房屋供應和土地規劃方面，從整體着
眼，做全面布局，破除陳規，秉着對市民負責
的態度，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並引入市場的

力量，共同做好房地產市場的結構化改革，體
現了特區政府遇到問題不繞道，直面問題，解
決問題的決心和勇氣。

香港青聯科技協會認為，施政報告建議為
創新科技發展預留至少250公頃土地，加上報告
提出多個吸引科創人才及培養人才的項目，同
時北部都會區將提供15萬個創科職位，相信能
夠為創科人才提供足夠的土壤及機遇去發展，
相信深港合作能對建設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起
重大作用。

香港海外學人聯合會（海學聯）表示，創
新科技和人才在香港未來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
作用，香港要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在開拓
土地空間和加大投入之外，關鍵是推出一系列
吸引和留住人才的政策，例如取消引進人才的
購房額外印花稅，爭奪和吸納全球優秀人才來
港發展。在推進科技產業化的同時，也要加大
基礎研究的投入，進一步提升香港的世界一流
大學的影響力。 大公報記者龔學鳴

《施政》措施促發展惠民生 利港迎新局面

【大公報訊】現時香港不少法
庭判案書只有英語版本，若果普通
市民希望閱覽中文版的法庭判案
書，恐怕有一定難度，例如香港國
安法首宗判刑，24歲唐英傑被判煽
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及恐怖活動罪均
罪成，總刑期入獄九年。這案件與
全港市民息息相關，但判刑理由卻
沒有中文版本。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法庭
的文件 「劃一」 使用英文，是對普
通市民的 「不公」 。

司法機構網頁上載法庭判案
書。然而，普通市民要閱讀中文判
案書絕非易事。例如，2021年終審
法院刑事上訴案的判案書，全都是
以英文撰寫。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被控違反國安法，於去年獲准保
釋，其後律政司提出上訴，最終五
名終審法院法官裁定律政司上訴成
功。這份裁決書也是以英文撰寫，
沒有中文版。所謂中文版本，只得
新聞撮要，而且寫明 「本摘要由終
審法院司法助理擬備 並非判案書

的一部分」 。
陳勇說，在香港有九成的市民

講中文、用中文，如果需要打官司
的話，最擅長和熟悉的也是中文，
而法庭的文書卻是以英文發出，增
加了市民閱讀和理解的困難。他建
議法庭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向對應
的人士發出所熟悉文字的文書。

此外，陳勇還建議，醫院的藥
單、診斷和醫生紙等便應以 「中
文」 撰寫，方便病人更好了解病
情。

法庭文件只用英文 對普羅市民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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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委
員、獨立民間智庫智經研究中心
理事李國棟認為，在愛國者治港
的有利政治形勢下，政府能 「多
管齊下」 突破社會發展的樽頸，
積極透過改革、提升管治效能、
改善民生，為香港締造可持續發

展的理想環境。
李國棟認為，施政報告有多

個施政範疇，包括土地房屋、醫
療、旅遊、扶持中小企業、鞏固
香港法治社會的地位，與他多年
領導的公共政策研究團隊，積極
推動的政策倡議目標一致，他十

分支持。此外，他樂見政府重視
發展基層醫療和推動醫社合作，
尤其是着手全面檢討基層醫療健
康服務及管治架構等方面的規
劃。面對人口高齡化，成立基層
健康管理局，加強服務監管，已
迫在眉睫。

李國棟：多管齊下 突破社會發展樽頸

【大公報訊】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胡劍江表示，施政報告指出，未
來北部都會區規劃將空間布局實
行 「雙城三圈」 ，運輸基建先
行，增加創科用地，令香港和深
圳以至大灣區產生 「1+1大於2」

的協同效應。
胡劍江說，北部都會區規劃

能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國際航運中心地位、國際貿易中
心地位，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
爭議解決中心、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推動研發科技投資，參與國

家研發工作，鞏固國際航空樞紐
地位，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及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持
續投資基建，支援旅遊業，支持
漁農業發展，維護香港營商環
境，加強與內地聯繫，可令香港
更有效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胡劍江：北部都會區助港融入國家發展

▲陳健波批評政府文件的中文行文
「又長又譖」 ，促政府官員改善中文
水平。

▶政府考慮日後或把 「學習中文」 納
入公務員學院的課程。

各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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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務實高效施政 只爭朝夕為民

龍眠山

新一份施政報告亮點紛呈， 「北
部都會區」 固然全城矚目，吸引及培
養人才計劃也是城中熱門話題。

具體說來，此方面有三大新猷：
一是探討現行的 「非本地畢業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 ，擴展至本港院校在
粵港澳大灣區所設分校的非本地畢業
生，這是一大突破。本港七所大學已
經或正在大灣區開設分校，保守估計
每年有5000人畢業，如果其中一部分
來港，對補充香港人才庫將大有裨
益；二是將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的
年度配額，由現時的2000名倍增至
4000名；三是特區政府爭取推出大灣
區簽註、簽證，以促進灣區商務人員
和高端人才 「南下」 和 「北上」 。

其實，大灣區融合發展，就是要
促進資金、貨物、信息、人才等要素
的自由流動，灣區的內地城市可以吸
引香港人才，香港也可以向內地及國
際人才招手，通過市場競爭，達到人
才的最佳配置，最終令大灣區成為全
球的人才高地。

「魚游樂深池，鳥棲欲高枝。」
全球對人才的爭搶非常激烈，灣區各
城市早就出盡法寶，扭盡六壬，而最
具吸引力的措施無非是優渥的待遇和
良好的發展環境等，讓人才可以一展
所能，實現抱負。深圳市前幾年特別
在高科技企業雲集的南山區設立 「人
才公園」 ，表彰為深圳崛起作出過貢
獻的各路人才，這是一種精神上的鼓
勵。深圳的許多做法，值得香港借
鑒。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化程
度高，稅率低，更有 「一國兩制」 的
優勢，一向對人才有吸引力，但香港
房價及租金冠絕全球，可能讓人才望
而卻步；香港產業結構單調，科技成
果產業化程度不高，也會令人有 「英
雄無用武之地」 的感嘆。亦因此，香
港要在改善人才的待遇、居住環境方
面下功夫，更要宣傳展示發展創科的
巨大機遇。還是那句話：栽下梧桐
樹，引得鳳凰來。

隨着新一份施政報告面世， 「北
部都會區」 成為全城熱議焦點。但市
民熱切期待 「北部都會區」 大展鴻圖
之際，也有 「遠水難救近火」 之憂，
更擔心會出現超時超支的問題。方向
對了，最終能否獲得成功，取決於態
度、作風和效率，這是對特區管治班
子的又一重大考驗。

昨日的立法會上，議員一方面對
施政報告予以肯定，但另一方面也提
出疑問。例如民建聯劉國勳就指出，
計劃有不太踏實的感覺，原因是過去
政府的大型工程多存在拖延問題，甚
至連造一座橋都會陷入 「計劃復計
劃、諮詢復諮詢」 的怪圈，何況是規
模空前的規劃大計？他直截了當地指
出：能否15年內就能讓市民看到 「北
部都會區」 的雛形？這一疑問，反映
了不少市民的共同看法。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直面這些問
題，表示認同冗長的發展過程不應繼
續，為此已提出改革行政機制及工作
流程，大刀闊斧精簡法定和行政程

序；政府亦考慮設立副司長職位，專
門督導推進計劃。她並強調，十年建
設計劃為滾動式設計，按年更新，讓
公眾知道未來十年北部都會區鐵路、
科技等大型項目的發展情況，既可增
加工作透明度，也能提升社會監察功
能。

林鄭的回答展示了特區政府推進
規劃的決心。事實上，隨着香港國安
法的頒布實施、選舉制度得到完善，
反中亂港勢力逃的逃、散的散，政治
阻力大為減少，香港迎來前所未有的
發展空間；另一方面，中央不斷出台
支持香港的政策，也為推動大型規劃
創造了條件。對特區政府來說，把握
住了正確方向，就要務實高效推進，
尤其要注意的是，必須改變以往飽受
詬病的政府工作作風。 「議而不決、
決而不行、行而不力」 的問題，絕不
能再出現。

沒有人指望如此龐大的計劃可以
一蹴而就，必然是分批分期推進、滾
動推進，成熟一項推出一項，讓市民

得到實惠。正如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所指出的，要善於為民辦實
事，樹立市民至上的服務意識，想市
民之所想、急市民之所急、解市民之
所困，始終貼基層、接地氣。特別是
要聚焦廣大市民關注的事，花大力氣
採取務實有效的辦法加以解決，以施
政業績取信於民。

「北部都會區」 是特區政府首次
編寫的跨境規劃，也是香港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以及大灣區融合發展的具
體體現。因此，必須摒棄香港本位思
維，以更廣闊的視野和胸襟，與廣東
及深圳共同協商推進。這不僅涉及規
劃的對接，規則及體制的對接，也必
須是理念和思路上的對接。事實上，
計劃能否成功離不開廣東省的支持。

新一份施政報告為香港勾畫了新
藍圖，展現了新風貌，也為香港帶來
了新氣象。各界期望，特區政府能以
更大的決心、更大的魄力、更強的執
行力，全力落實好施政報告的規劃，
履職盡責，切實為民謀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