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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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商業樞紐地位

帶領大步向前

香港更具競爭力 以優勢應對挑戰

黃釔淼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昨日圓滿舉行，李家超以
票高票當選。本港多個商會及商界人士表示，面對後疫情時期和
1416
國際局勢的不確定因素，相信李家超上任後以香港長遠繁榮為目標，
全面提升香港的國際競爭力，帶領香港大步向前在新時代積極應對新
挑戰。

大公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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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總商會表示，期望李家超盡
快就其施政理念和政綱範疇提出更具體措
施和執行細節，並積極聽取工商及社會各
界意見，攜手努力推動各項施政有效執
行、落到實處。該會亦期望李家超正式上
任後，首要就通關安排與內地積極商討。
香港總商會主席王冬勝表示有信心李
家超能夠應對當前各種挑戰，帶領香港邁
向更豐盛的未來。總商會期盼與新一屆政
府合作，協助本港經濟從疫情中復甦，並
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領先商業樞紐的地位。

抓緊大灣區機遇

有信心李家超能
夠應對當前各種挑
戰，全面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落實創科、
再工業化、北部都會
區等政策，抓緊大灣
區各種機遇，並鞏固
香港作為亞洲領先商
業樞紐的地位。

落實再工業化北都等政策
香港工業總會期望李家超就任後能團
結社會各界，以香港長遠繁榮為目標，全
面提升香港競爭力。工總主席查毅超表
示，樂見李家超理解香港工業界的需要，
相信他將招納有能之士加入管治班子，以
目標為本的方式施政和兌現參選承諾，落
實創科、再工業化、北部都會區、大灣區
融合等政策。工總期望李家超適時考慮進
一步放寬與內地及外地通關。
香港中國商會表示，此次行政長官選
舉活動圓滿舉行，李家超眾望所歸，高票
當選行政長官人選，充分表明新的選舉制
度符合 「一國兩制」 原則、符合香港實際
情況、符合香港市民利益。
商會認為李家超長期任職政府部門，
服務香港社會，愛國愛港，勇於擔當，執
行力強，深受社會各界高度認同和接受。
他的競選政綱，集思廣益，銳意改革，務
實貼地，有前瞻性、針對性及可操作性，

◀商界對新一屆政府充滿信心，認為能
協助本港經濟從疫情中復甦，並鞏固香
港作為亞洲領先商業樞紐的地位。

充分回應了香港社會各階層的關切。商會
亦樂見政綱採納了其提出的建議，為香港
長遠發展帶來益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振興經濟
香港中國商會期盼李家超和新一屆特
區政府勿忘參選初心，積極落實參選政
綱，廣泛凝聚共識，妥善解決社會深層次
矛盾，讓香港再創新輝煌。該會呼籲社會
各界抓住新機遇，團結一致，砥礪前行，
乘勢而上，支持新一屆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共同開創香港發展的新篇章。

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聯同
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陳亨利、香港紡織商
會會長朱立夫以及全體紡織及製衣界選舉
委員會委員，對李家超的當選表示熱烈祝
賀，相信他能為香港 「務實解難題，創新
謀發展」 。
陳亨利期望李家超打造 「實幹型」 政
府，及時掌握社會變化，並推出改善經濟
和民生的政策，積極回應市民和工商界的
「願望清單」，例如訂下 「明碼實價」 的
「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關
鍵績效指標）、解決房屋等深層次矛盾。

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相信李家
超能帶領香港重回正軌，香港的未來發展
充滿挑戰，國際關係錯綜複雜，期望新一
屆政府能夠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 ，
振興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開創新的繁榮穩定局面。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盧錦欽認為李家
超是擔任特首的理想人選。他期待李家超
帶領新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
界人士把握好歷史機遇，砥礪前行，在
「愛國者治港」 原則下站在新的起點，香
港再創新輝煌。



青年及教育界 倡增港青灣區就業創業
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昨日順利舉行，李家超
以1416票，高票當選成為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
長官人選。該選舉結果反映了李家超深受社會各
界支持。多個教育界及青年團體包括一國兩制青
年論壇、學者協會，以及教育界教育工作者聯
會、教育評議會與高等教育評議會，皆對李家超
的當選表示祝賀。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表
示，相信李家超今後能依政綱所言，促進香港青
年在大灣區的就業、創業。而教育工作者聯會與
教育評議會皆期望李家超未來能更關注香港教育
的發展，包括落實加強教師專業操守及推動
STEAM教育普及化等政綱。

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
早前針對本港青年發展、中小學教育提出
相關政綱，包括提供就業支援、加強教師
專業操守、推動STEAM教育普及化、推廣
職業專才教育等。
在增加青年上流機遇方面，何建宗表
示，李家超的政綱提供了明確的方向，尤
其是促進香港青年在大灣區的就業、創
業，以及加強與內地城市交流方面，令香
港青年發展得更好、更快，提升視野、拓
展思路。同時，該政綱亦對大灣區的整體

針對中小學教育，教聯會期望，新一任政府
能重視教育，落實早前公布的教育政綱，包括加
強教師專業操守和培訓、推動STEAM教育普及
化、充實國民教育體系等，並願意投放更多資
源，提升教育質素。同時，希望政府廣泛聆聽教
育界意見，以團結業界，共同為香港教育作出長
遠規劃。

兩地共建高端研究型高校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則表示，期望李家超未來
能更關注香港教育的發展，能落實三要，即 「團
結香港是要務、訂下目標要實踐，香港要進
步」 。於教育施政方面，與香港教育廣大持
份者同行，既守着好的舊章，亦要開啟新
篇，毋負新時代，實踐新使命。
至於推廣職業專才教育方面，高教評表
示，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能重新釐訂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的撥款機制、與時並進地修訂
《專上學院條例》，重點扶持能與 「一國兩
制」 相適應的資助和自資院校，營造 「一國
兩制」 相適應的教育環境。
同時，高教評建議設立內地與香港兩地
合作共建高端研究型高等院校或研究生院，
讓香港的高等教育體系進一步服務好國家發
▲李家超政綱在促進港青在大灣區就業、創業，以及加強 展大局，培育更多人才。
大公報記者 鍾怡、柯穎敏
與內地城市交流方面，提供了明確的方向。

創科界：加強灣區融合 促進科研成果落地
「結果為目標，敢破敢立」 ，為香港創
科業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科技創新
界選舉委員邱達根對李家超高票
當選表示 「很高興李先生參選及
高票當選」 。
他表示，李先生的政綱回應
了大部分業界訴求，包括在智慧
城市、智慧政府、科研的投入和
人才的培養、發展STEM教育和
鼓勵私營市場的投入等業界關注
問題，因此創科界對新任政府有
很高的期望。而立法會方面亦推
動立法工作，為香港的科技發展
奠下良好的基礎，及有法律的支
持。希望政府會繼續推動創科發
展，持續的投入和投放資源，加
上政策的推動，以打造國際創科
中心。
▲創科界期望李家超上任後，積極培育創科人才，推動
大公報記者 張凱晴
全民創科思維。圖為香港科學園。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
舉昨日順利舉行，李家超獲1416票高票
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
選。多位創科界選委期待，李家
超未來能為本港推動創科發展創
造有利條件，提升本港競爭力。

建設智慧城市智慧政府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科技
創新界選舉委員冼漢廸對李家超
高票當選表示祝賀。他表示，對
作為科創的選委，期望李先生上
任後，與團隊能在培育科創人
才，推動全民科創思維、加強灣
區融合，促進科研成果落地、鞏
固現有優勢，全力支持科創產業
以及增加融創投入，善用香港金
融優勢等方面着力。逐步提升從
業員的地位，吸引更多有志青年
投身業界；目前本港創科在科研

成果轉化方面仍較為落後，希望政府增
加香港研發開支佔GDP的比重。希望新
任政府在李先生領導下多加努力，以

新界青年聯會主席譚鎮國認為，李家超符合 「五
個善於」 和 「五個有」 的標準，是一位能團結社會
「同為香港開新篇」 的理想行政長官人選。
譚鎮國表示，李家超是一位值得信賴、立場堅定
的愛國者。他在特區政府工作超過四十年，從見習督
察晉升至政務司司長，在政策制定和執行、執法等方
面均有豐富經驗，展現出了較強的管治能力，亦能認
識到香港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競選期間，他廣
泛聽取並充分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針對香港社會深
層次矛盾和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問題，制定出了務
實、可行的政綱，當中更有不少破格求變的政策，如
公屋提前 「上樓」 、 「解決跨代貧窮試驗計劃」 等，
充分體現了他 「以結果為目標」 的施政理念，得到了
香港社會不同階層和界別的廣泛支持和認同。
大公報記者
在會展票站現場，各選委紛紛按指
▼
示前往投票。

助港青提升視野拓展思路

發展有積極意義。期望特區政府今後能帶頭，多
聘請有內地教育背景的香港年輕人，加入與內地
交流事務有關的崗位。
何建宗強調，李家超 「以結果為目標」 的施
政方向，比任何口號都有力。可以預計未來五年
市民會嚴格審視李家超的政綱，而李家超一定會
以落實這個政綱為首要任務。
另外，香港學者協會亦祝賀李家超高票當
選。該協會表示，李家超宣布參選後，多次表示
重視青年政策，對新一代青年在學業、事業、創
業、置業等最關心的問題都給予了積極關注，並
融入各項政綱之中。

譚鎮國：政綱務實可行

勞工界：創造優質就業機會
李家超以高票當選為第六任行
政長官人選，勞工界期望新一屆政
府改善勞工居住環境及待遇，發展
多元經濟，創造優質就業機會，讓
市民可以安居樂業。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表示，認同
和支持李家超的競選理念，強化
執政效能，以結果為目標，很有
針對性，期望新一屆政府檢討政
府外判制度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例，亦檢討最低工資，保障基層
勞工合理權益，切實解決勞工界
關注的議題。
勞工界議員梁子穎表示，高興
行政長官選舉順利完成，社會團
結，期望新一屆政府避免人力市場
嚴重失衡、避免工資差距超出期
望，及避免外判，並關顧僱員，穩
就業，保生活。
工聯會九龍東議員鄧家彪希

望，李家超及其團隊為香港安全、
發展和民生帶來改善，堅決解決貧
窮和房屋問題目標，讓年輕人有盼
望，讓老年人安心和開心。

重視職安 提高最低工資
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及林振
昇認為，李家超當選是眾望所歸，
期望他上任後進一步重視職業安
全，勞工可免於職業意外及工作過
勞，將過勞視為職業病，改善勞工
待遇、提高最低工資，及發展多元
經濟及優質就業機會等。
勞聯副主席譚金蓮期望，在李
家超的帶領下，政府管治團隊能更
有執行力、有魄力及敢於擔當，繼
續重點關注勞工情況，改善及推動
勞工政策，令香港成為安居樂業，
注重關懷及有愛的社會。
大公報記者 梁淑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