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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地區組織入選委具代表性
關注如何融入國家大局 盼給內地港人團體對港政策發聲途徑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在新一集《選委界別分組面

面觀》節目訪問了民建聯大埔支

部主席、大埔南分區委員會委

員胡健民，及中國香港（地區）

商會—廣東榮譽會長杜源申。

林鄭月娥表示，現屆區議會受極端政治氣氛影響而無法做實事，新

選舉制度取消了區議員在選委會的代表，但替代相關選委席位的地

區組織代表都是有心服務地區、具廣泛代表性的人士。同時，特區

政府很關注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故希望提供讓在內地港人團體

對特區政府施政發聲的途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選委會日後將有156個席位來自港九
或新界的分區委員會、防火委員

會及撲滅罪行委員會，而原本由區議員
出任的117個選委席位則會取消。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於上世紀70年代

已成立分區委員會，目的就是希望建立
社會資本、地區網絡和鄰里精神，隨着
代議政制發展，各區市民可以選出一位
理性務實地討論地區事務的區議員，可
惜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亂象令人沮喪，

現屆區議會受極端政治氣氛影響而無法
做實事。雖然新選舉制度取消了區議會
在選委會的代表，但替代相關選委席位
的地區組織代表都是有心服務地區、具
廣泛代表性的人士。

胡健民：區員僅地區一種聲音
胡健民贊同是次安排令選委會更具代

表性。他認為，區議員只是地區其中一
種聲音，很多原本不太喜歡參選的人一
直都很用心服務社區，例如居民代表、
法團、業委會、當區校長等。他們過往
被政府委任為分區委員會、防火委員會
及撲滅罪行委員會，具不同界別的知
識，有很強的代表性。
他說，相關委員會委員長期服務社

區，其經驗和意見有利特區政府施政，
特區政府也可透過這些組織，讓18區居
民更清楚政府推行的政策和措施。
選委會日後有27席來自內地港人團體

的代表，林鄭月娥表示，目前有很多港人
都到內地各省市工作和生活，但他們仍然
很關心香港的事務，同時與本港聯繫緊

密。近年，特區政府很關注如何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因此希望提供讓在內地港人團
體對特區政府施政發聲的途徑。

杜源申：能反映北上港人訴求
杜源申對自己所屬的商會被認可感到

高興，因為商會會員經常來往兩地，其
家人大多都在香港生活，因此他們都很
關心香港的發展。
他續說，在內地港人團體的代表很熟

悉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情況。由於現時
愈來愈多年輕人赴大灣區城市工作，他
所屬的商會已籌備一個協助香港年輕人
北上工作的小組，希望在完善香港選舉
制度後，能藉相關平台反映在內地工作
港人的需求。
談到內地專業服務的行業發展迅速，

香港未來還是否有優勢時，杜源申認
為，內地已經培訓出很多專業人士，但
港人具備廣闊的國際視野，且內地企業
也相信聘請不同背景的人士有利公司發
展，對香港年輕人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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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就被大量市民投訴報道偏頗的港台
助理節目主任利君雅不獲港台續
聘，以及港台將刪除於網上平台上
架逾一年的片段，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表示，香港電台是政府部
門，需要根據與廣播事務管理局簽
訂的約章辦事，相關的事務安排屬
廣播處長負責，行政長官並無參與
有關人事管理。不過，她強調，港
台應繼續履行其扮演公共廣播機構
的角色，並客觀、持平地支持特區
政府，不可偏頗。
利君雅日前不獲港台續聘，並須

於本月底離職。而為統一在不同平
台保留自製節目的政策，港台在
YouTube刪除播出超過一年期限
的節目。林鄭月娥昨日被問及有關
問題時表示，香港電台是政府部
門，也是公共傳媒機構，任何政府
部門的人事管理均屬其部門首長負
責，故港台在廣播事務方面的安排
亦由廣播處長負責，行政長官並無
參與有關人事管理。
她強調，港台要根據它與廣播事

務管理局簽訂的約章來進行公共廣
播工作，並無人賦予港台新角色，而港台應
繼續履行其扮演公共廣播機構的角色，要客
觀、持平地支持特區政府，就算並不意味港
台不能有批評政府的節目，但亦必須確保節
目以持平為宗旨，不可偏頗。
被問及制訂「假新聞法」的進展時，林鄭

月娥表示，她早前已於立法會會議上表明，
特區政府需要研究立法打擊各類侵犯個人私
隱、「假新聞法」等五項政策，當務之急是
制訂「隱私法」，並已獲立法會和私隱專員
全力支持。
她重申，在社交媒體上傳播不實、仇恨信

息的趨勢日益令人擔憂，故仍要就外國政府
的應對措施進行大量研究。由於有關問題已
對很多人造成傷害，特區政府將繼續非常認
真處理有相關立法工作，但目前仍未有立法
的時間表。

邱騰華：招聘交部門處理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昨日表示，

港台作為政府部門，在招聘人手方面，部門
內應有規矩跟從，公務員事務局會提供意
見，相信這方面最好交由部門處理。
他續說，港台如何處理以往拍攝的資料或

節目，都是港台作為公營廣播機構及政府部
門應自行執行的地方，毋須徵詢局方意見，
相信港台會就這方面專業地按現時恒之有效
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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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政
協常委胡定旭昨日表示，《2021年完善
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落實
後，社會回歸平穩，當民生及經濟等重
回正軌後，相信有望可以落實雙普選。
他期望在政治環境轉為穩定後，新一屆
立法會選舉能夠吸引更多年輕人參與，
向特區政府提供嶄新及接地氣的意見。
胡定旭昨日接受一網台節目訪問時表

示，香港回歸祖國之初，中央政府對香
港的管治手法較為寬鬆，甚至接納民主
黨提出的政改意見，把香港的民主進程
推前不少，不過，其後出現違法「佔
中」、修例風波引發黑暴事件等。攬炒
派的所作所為，不斷踐踏中央底線。
他直言，自違法「佔中」事件發生

後，中央更加關注香港的情況，並作出
很多深入及徹底的研究，對香港社會情

況了如指掌。2019年下半年，情況完全
失控，社會的亂象已超出建制派能力所
控制的範圍，中央不得不出手撥亂反
正，包括落實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令香港社會回復穩定。

盼更多年輕人加入議會
胡定旭強調，香港是一個包容性高的

社會，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並非要製造

「一言堂」，只要不是攬炒社會、鼓吹「港
獨」或尋求外國「制裁」等，有建設性的意
見都可以提出。他希望能夠有更多年
輕、有心建設社會的人加入議會，向特
區政府提出嶄新及接地氣的思維。
他認為，當香港社會穩定下來，相信

將來有望可以落實雙普選，而目前最急
切的工作，就是大家收拾心情，同心合
力，向前邁進。

胡定旭：社會回歸平穩才有望落實雙普選

●林鄭月娥昨日訪問胡健民（左圖）及杜源申（右圖）。 視頻截圖

本地短暫的「零確診」斷纜，昨日新增四人
確診，一名屬「可能本地個案」的菲傭帶有變
種病毒，另有兩名菲傭初步確診。連續有外來
輸入個案漏入社區，更間中出現新的不明源頭
個案，反映本港防疫仍有多項薄弱環節需要加
強，包括嚴格要求外傭遵守社交距離限制措
施，以及進一步提升「安心出行」的追蹤功能
等。唯有加強執法他律和溯源追蹤，才能令防
疫化被動為主動，守住來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隨着外來輸入的變種病毒威脅越來越大，本
港疫情防控形勢不容樂觀。有家庭主婦從印度
抵港並完成21天檢疫後回到社區再確診，顯示
現行酒店隔離和檢測措施仍然不能做到「滴水
不漏」；接連有菲傭確診，反映對外傭群體的
防疫仍存在盲點；多人感染印度變種病毒，但
至今未能成功找到傳播鏈，無法斬斷社區隱形
傳播鏈。在此情況下，切實做好外傭強檢、疫
苗接種，尤其是切實加強病毒追蹤排查，更顯
刻不容緩。

外傭一直都有節假日群聚的習慣，昨日初步
確診的兩名菲傭就是朋友關係，過去兩個周日
曾一起去中環和深水埗消閒，但很多外傭並無
照足社交距離限制的指引，群體聚集的傳播風
險非常高。現在每逢節假日，很多地方都可以
見到外傭席地而坐，交談、唱歌、跳舞，其中
不少人都沒有戴好口罩。她們只有見到警察，
才分開為四人一組，但警察離開後又如常聚集
活動，已成為防疫的一大薄弱環節。對此，政
府和僱主需要多勸喻外傭減少聚集，執法部門
則應加強執法力度，堵塞防疫漏洞。

另一方面，「安心出行」已實施多時，早前
確診感染變種病毒的印度裔男子曾到訪東薈城
和附近食肆，但他並無使用「安心出行」，只
是「填紙仔」進入，多日後才回憶起來曾到

訪，令到病毒傳播鏈可能已經在社區存在多
日。雖然政府表示如果能證實有人在申報行蹤
時涉及隱瞞，不排除作出檢控，但檢控是亡羊
補牢，不能改變傳播已經發生的事實。參考內
地和海外的防疫經驗，特區政府應該馬上提升
本港的追蹤效能。

截至上月，特區政府的「安心出行」應用程
式下載量已達377萬，數字超過全港一半人口，
參與計劃的公私營場地超過 83,000 個。「安心
出行」可以幫助市民養成記錄出行的習慣，在
出現確診個案時更有效地協助衞生防護中心追
蹤接觸者，進行流行病學調查。但市民登記使
用「安心出行」並不需要提供電話號碼或身份
證號碼等個人信息，造成「安心出行」並不能
做到與使用者身份的對應。一旦在某個處所出
現確診個案，政府發出「強檢令」，所謂「強
檢」仍然要依賴市民自覺參與，無論是處所經
營者還是政府，並不能全面掌握所有到過該處
所人士的確切身份。這種被動等待須強檢者自
覺檢測的做法，他律明顯不足，難以有效切斷
傳播鏈。

特區政府今年1月就提出，「安心出行」正研
究提升版，將加入藍芽自動追蹤功能，市民若
到過有裝置藍芽發射器的處所，程式就會自動
記錄用戶的出行數據。但幾個月過去，該提升
版仍未見投入使用。

外來變種病毒已傳入本港，變種病毒具有潛
伏期長、多數無症狀等更危險特性，只要有一
例變種病毒個案在社區被發現，都說明社區存
在隱形傳播鏈，疫情反彈惡化的風險不容低
估，實在不可掉以輕心。特區政府必須加強執
法規管，善用科技，加強病毒追蹤，同時呼籲
市民更積極接種疫苗，扭轉本港被動防疫的局
面，更切實有效保障市民健康安全。

提升追蹤強化他律 抗疫疏漏必須彌補
昨日是五四青年節，內地各界、香港

特區政府和青年團體舉辦了「五四升旗
禮」等系列活動。五四運動的核心精神
是愛國，無數歷史事實已經證明，愛國
才能擁有未來。香港青年秉承五四運動
的愛國精神，樹立報效國家、建設香港
的遠大理想和奮鬥目標，才能把自己的
人生融入國家發展、把握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寶貴機遇，開創美好人生。特區
政府和社會各界應積極引導香港青年愛
國愛港，增強對國家民族的歸屬感、自
豪感，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薪火相
傳。

五四運動是一場以青年學生為先鋒、
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
動。五四運動所體現的愛國主義精神，
是中華民族百折不撓、自強不息精神的
集中體現；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對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意
義，是新時代激勵中國人民奮進的精神
力量。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愛國是本
分，也是追求，是心之所繫、情之所
歸；對新時代中國青年來說，熱愛祖
國，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

香港與國家不可分離、榮辱與共，香
港青年了解五四運動的歷史，認識中華
民族曾經歷國破家亡的苦難歲月，體會
中國人民為挽救國家民族拋頭顱、灑熱
血的高尚情操，必將更珍惜今天來之不
易的繁榮穩定。尤其是近年香港遭遇連
場政治風波，國家安全、香港法治和管
治曾遭受嚴峻挑戰，香港青年更能汲取
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自覺肩負維護
國家安全使命，擔起愛國愛港者的重

任，以治港者接班人的標準要求自己，
更緊密地與國家民族結為命運共同體，
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擺正個人位置，準確
定位發展方向。

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
國正處於近代以來最關鍵的發展時
期，如今在抗擊世紀疫情、脫貧致
富、振興經濟等方面都取得令世人艷
羨的成就，「一帶一路」倡議順利拓
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穩步推進，為
香港青年奮鬥發展提供大展身手的廣
闊空間。同時，國家重視關愛香港青
年，想方設法為香港青年成長創造良
好條件及環境。習近平主席去年在深
圳特區成立 40 周年的慶祝活動發表重
要講話時強調，「要充分運用粵港澳
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
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
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
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香港
青年抱持愛國熱忱，投身國家建設，
既是大勢所趨，也是機遇所在。

青年是社會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
量，國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來在
青年。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應共同合
作，一方面在學業、就業、創業等，解
決香港青年遇到的實際問題，讓青年分
享到更多國家和香港發展的成果，另一
方面加強香港青年對「一國兩制」、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的教育，透過生動活
潑、青年喜聞樂見的方式，提升香港青
年的國民身份認同，弘揚五四運動的愛
國精神，摒棄各種不良思潮侵襲，貢獻
國家和香港，開啟人生的康莊大道。

愛國才能有未來 港青奮鬥握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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