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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未來選委會可反映港青聲音
青聯「發展萬人計劃」啟動 助港青融入國家建設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為香港青年發展帶

來更多機遇，香港青年聯會昨日啟動

「香港青年發展萬人計劃」新項目，通

過這個平台發掘和培養更多愛國愛港青

年，幫助港青更好了解國家發展、融入

國家建設。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典禮上致辭表示，特區政府未來一個

工作重點，是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繼續積極鼓勵青年人更主動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為國家和香港貢獻所長，

而在完善選舉制度後，選舉委員會將吸

納全國青聯港區委員，相信未來的選委

會可以反映香港青年的聲音。

●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於上月提出用
大欖郊野公園邊陲土地建屋，並於昨日提出具體方案
（見圖），將原先建議的100公頃土地範圍縮小至70
公頃，以興建2.5萬個實用面積每個500呎的單位，並
建議在該地段興建一所可容納約2,000名長者的老人
院。
梁振英昨日在社交網站上載影片，該70公頃目標地

段位於大欖隧道出口附近，鄰近三號幹線和港鐵錦上
路站，交通相當方便，而圖中以藍色U字形標示的位
置，就是其計劃中平整出來的土地，可用作興建
25,000間、每間實用面積500呎的居屋單位。

70公頃土地可建60幢樓宇
梁振英並提出利用當中的3.65公頃土地去興建低密

度老人院舍，讓約2,000名老人家可以有很優良且寬敞
的環境安享晚年。

他其後在接受網媒《港人講地》訪問時進一步表
示，他認為該幅70公頃的土地，可以建60幢、每幢35
層高的樓宇，地積比率低於「3」，屬於中低密度的發
展計劃，而單位數目「大概等於水泉澳和太古城的兩
倍多」。
梁振英強調，他並沒有排除任何其他增加土地供應

的方案，今次提出具體的建議，是希望「我們全社會
一起比較一下，哪個方案比較好些……我們希望能夠
什麼計劃都好，要盡快做。成本是一個考慮，時間是
另一個考慮」。
他還提到，香港積壓了大量的申請公屋的個案，市

民的居住質素亦越來越差。由於土地供應不足，造成
地價昂貴，加上建築成本不便宜最終導致樓價貴，因
此增加土地供應是必要的，「我認為我們應該重新研
究郊野公園邊陲土地拿來興建公共房屋和老人院的方
向，同時也要盡快研究其他任何人提出的建議。」

香港青年聯會昨晚同時舉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4
周年暨第二十八屆會董會就職。林鄭月娥和中

聯辦副主任陳冬，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特
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立
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駐港部
隊政治工作部副主任漆曉春、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等出席主禮。林鄭月娥和陳冬在典禮上分別致辭
（陳冬致辭見另稿）。
林鄭月娥致辭表示，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
出便利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創業，
打造粵港澳青少年交流精品品牌。特區政府一直推
進多項相關工作，包括推動青年到大灣區就業創業
和實習交流的計劃等。其中在創業方面，「粵港澳
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就是為青年提供創業資
金以及支援和孵化服務。

已收逾200青創團隊申請
她說，青聯參與了這個計劃，其項目至今已收到
超過200個青年創業團隊的申請，相當於項目名額
的17倍，反應非常熱烈，並期待青聯的項目及這個
計劃下的其他項目能盡快成功推行，促成更多青年
在大灣區創業。
林鄭月娥說，青聯還舉辦一系列實習和交流項

目，提供機會讓香港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的長足發
展，加深他們對內地就業市場及發展機遇的了解，
從而協助他們訂立未來工作方向。即使在疫情下，
青聯仍靈活運用線上資源舉辦多個虛擬活動，讓身
在香港的青年能通過科技了解內地的最新情況。
林鄭月娥還提到，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以及選

舉制度得以完善，香港社會可望重回正軌。選委會
經重新構建後，將更具廣泛代表性，而全國青聯港
區委員不少都是香港青聯的成員，相信未來的選委
會可以反映香港青年聯會的聲音。
青聯主席樓家強表示，青聯配合特區政府各項青

年措施，尤其是推動港青在粵港澳大灣區發掘機
遇，例如「香港青年發展萬人計劃」，為本港青年
提供平台，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樓家強：領港青踏上灣區舞台
他說，在今年2月，特區政府啟動「青創同行

We Venture」，青聯成為唯一同時獲民政事務局及
青年發展委員會撥款支持舉辦「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創業資助計劃」及「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基
地體驗資助計劃」的機構。青聯將積極擔當「引路
人」角色，帶領港青踏上粵港澳大灣區的舞台，展
翅高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聯辦副主任陳冬
昨日在香港青年聯會第二十八屆會董會就職典禮
上致辭表示，香港國安法讓社會重回安定，完善
後的選舉制度打開了良政善治的光明未來。在困
難面前，香港青年沒有「躺平」，反而在壓力下
努力奮起。他相信有中央的全力支持，有特區政
府的精準施策，有社會各界的關心關愛，會有更
多港青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自身價值，
實現人生夢想。
陳冬表示，香港青年聯會（青聯）是愛國愛港的

標誌性青年團體，一直高舉愛國旗幟，致力促進青
年交流、服務青年發展。這兩年，青聯積極支持特
區政府和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凝聚青年
力量，弘揚社會正氣；積極投入防疫抗疫，深入屋
邨社區，發放抗疫物資，幫助弱勢社群；支持港區
國安立法，致函聯合國相關機構，向國際社會傳遞
香港青年的正義之聲；支持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牽
頭212家青年團體發出「香港新篇章，青年有未
來」的時代強音。這些充分彰顯了青春的磅礴力量
和青年的擔當作為。

經歷暴疫 重新找回方向
陳冬表示，習近平主席一直惦記牽掛着香港青少

年的健康成長，多次強調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
望，也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祖國和香港的未來寄
託在年輕一代身上。這段時間，我們很高興地看
到，在經歷了修例風波和疫情的衝擊考驗之後，香
港青年正在重新找回方向、動力和希望。許多青年
團體和青年骨幹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帶領和幫助青
年朋友重新融入社會、關心社區、服務社群。
他舉例說，自己在新界元朗，看到幾位熱心青

年自己創辦的一個農場，親力親為地把一片荒地
變成生機勃勃的青年營地；青年聯會兩周前在馬
鞍山社區舉辦了「新興運動同樂日」活動，激發
社區青年對生活的熱情和自信；幾位青年骨幹在
荃灣的一個工廈裏開辦了「創想空間」，為青年
學生展示創意作品提供平台，並幫助他們尋找和
拓展市場。
「我舉這些例子是想說明，香港青年在困難面前

沒有『躺平』，在壓力之下努力奮起。當前，我國
在全球疫情肆虐下率先實現經濟復甦，經濟實力、
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躍升。我
們相信，有中央的全力支持，有特區政府的精準施
策，有社會各界的關心關愛，會有越來越多的香港
青年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找到自身價值，實現
人生夢想。」
陳冬最後藉《眾人划槳開大船》歌曲，勉勵青聯

開展青年工作應該「眾人划槳，牢牢抱團」，一時
困難終可克服，光明彼岸就在眼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反中亂港分子長期以香港行使
所謂「三權分立」，企圖弱化特區政府行政主導地位。特區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陳兆愷日前出席一個講座時表示，基本法清楚規
定香港的架構為行政主導，而坊間翻譯英文「separation of pow-
ers」為「三權分立」普遍存在誤解，混淆了三個機構的職能及權
力。
陳兆愷日前在出席中總講座時再次提到，坊間翻譯「separa-
tion of powers」為「三權分立」，普遍存有誤點，混淆了三個機
構的職能及權力。
他解釋，三權分工的概念包含職權分配，以及互相監察和制衡
原則，目的都是為預防濫用權力，然而在實際情況下，一般是行
政主導或立法主導。事實上，基本法清楚規定香港在回歸祖國後
的架構為行政主導，而法院不能凌駕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之
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康敬）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華誕，新界各界大聯盟將於本月20日啟動
「百獅賀百年」活動，組織300多名港青舞動100隻特
別製作的紅色醒獅，穿梭於本港各地區的地標性建
築，最後拼出「100」字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圖
案。
活動籌委會主席李月民昨日介紹活動時形容「百獅
賀百年」有4個特點：一是活動範圍廣，新界九龍港
島各區都會有舞獅；二是舞獅運動員有八成以上是香
港青年，年紀最小的只有10歲；三是有100個社團參
與活動當中；四是融合了香港各個龍獅會，師傅徒弟
為同一個慶祝目標一起合作，有困難大家同心同力解
決。
「百獅賀百年」宣傳片將於7月1日中國共產黨100
周年大慶之日發布，為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香
港回歸祖國24周年、香港國安法落地一周年慶賀。
主辦方希望以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方式，表達香港各界

愛中國、愛中國共產黨的情懷，宣揚中國共產黨百年來
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的奮鬥精神；向廣大香港市民展現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香港正昂首闊步，走向另一個
輝煌；以及在建黨百周年，希望港青可以多了解國家歷
史，正視歷史，增強民族自豪感。
是次活動由元朗各界協會協辦、新界青年龍獅團承
辦。主辦方很重視防疫安排，典禮期間，嘉賓間隔安排
1.5米，舞獅拍攝時最多兩隻獅子、共4個人一起拍攝。
現場亦準備充分的酒精搓手液，入場者需要量體溫及登
記身份信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未來需要

更多賢能人士加入治港隊伍。民建聯近日推出
「賢路」人才甄選計劃，尋找和培養有宏觀公共
政策視野的治政人才，為香港輸送更多賢能之

士。由昨日開始一連三日，民建聯會甄選黨內具
備政治才能及品德的人才進入該黨人才庫，估計
下星期會完成甄選程序。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昨日向傳媒
介紹「賢路」人才甄選計劃時表示，在完善選舉
制度後，香港的政治制度出現重大變化，立法會
與不同政府機關的關係改善，民建聯希望尋找更
多治政人才，因此推出一系列的治政人才計劃，
包括有吸納人才的「政道——治政理念研習課
程」，接着推行「賢路」計劃甄選人才，其後會
建立人才庫，最後會輸出人才庫人才，加入政
府、不同委員會及參選等。

甄選標準涵蓋4方面
「賢路」參加者必須為民建聯會員，張國鈞介
紹，甄選標準涵蓋4個方面，包括政治才能，即
判斷力、執行力；政治品德，即忠誠、廉潔、有
擔當；業務品德，即誠實、盡責、顧全大局，不
以狹隘地區利益為前提參政；過往的貢獻、親和
力及團隊精神等。

他還透露，該黨正副主席以及大部分立法會議
員均已報名參與「賢路」計劃，但強調「賢路」
計劃與未來幾場選舉無關，只是希望成立恒常機
制，供該黨在有需要時可從人才庫挑選人才，未
來參選立法會的人選仍須由執委會決定。
張國鈞預料下周將完成「賢路」甄選人才的程

序，民建聯其後會為加入人才庫的黨員提供培
訓，包括邀請黨內熟悉香港及各地政治的人士作
分享。
民建聯秘書長王舜義進一步介紹，計劃於昨晚

開始進行甄選程序，參加者須寫一篇政策建議及
自我介紹，然後通過政策倡議面試、看圖3分鐘
演說、一對一辯論及通識問答等考核，由他和多
名會務顧問作評核，過程會避免利益衝突，「睇
政策倡議連名都唔知，純粹睇內容。」最後會將
選拔出來的人才納入人才庫。
他指出，人才庫的架構會是一個「金字塔」，
廣泛地吸納人才後經過層層的甄選及培養形成精
英人才，希望培訓黨員不止埋頭地區實務工作，
而是有宏觀公共政策視野。

梁振英倡大欖郊園邊陲建2.5萬個單位

民記「賢路」甄選人才 正副主席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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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兆愷：司法機構非凌駕行政立法

●香港青年聯會昨日正式啟動「香港青年發展萬人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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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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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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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舜義及張國鈞簡述「賢路」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梁振英倡利用大欖公園70公頃邊陲土
地建2.5萬個居屋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