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局長：人民才是一切發展的中心
訪劏房探公屋聽基層心聲 建設力量冀官員將建議帶入政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昨日先與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到華富
邨，隨後與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到順利邨和安泰邨，親身與市民交流互動，
分享生活點滴，並聆聽市民意見。
許正宇說，香港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社會，團結共享是香港人的核心價

值和精神。在國家的支持下，隨着選舉制度完善，有信心與大家一同建設
好香港，讓每位香港市民都分享到美好成果。他相信，是次探訪能讓政策
和工作更貼民心，更合民意。
張國鈞在社交平台上載落區相片。他指出，這次探訪街坊，在為大家送

上祝福的同時，亦了解大家第二期消費券的領取及使用情況，又希望許正
宇認真參考街坊意見，將收集到的具體建議帶回政府內部研究及跟進。
柯創盛昨日表示，自己和公屋居民長期接觸，深切體會公營房屋可以為

市民提供安居之所，讓市民有穩定的生活，有安全感，對香港社會有歸屬
感，希望政府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既解決市民的居住問題，亦可避免再爆
發政治問題。

許正宇：探訪讓政策工作更貼民心

●許正宇說，
香港是一個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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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團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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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價值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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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
帆昨日在立法會議員鄭泳
舜及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
的陪同下，到深水埗多個
劏房住戶進行探訪，包括
新來港以及單親綜援家
庭，並為住戶送上福袋，
希望他們感受到節日溫
暖。陳帆指，每次探訪後
的感受都鞭策着局方，必
須竭力增加公營房屋的供
應。
受訪家庭都輪候公屋3年以上，期望早日上樓。陳帆了解劏房租務的最

新情況，並就居住和日常生活交流，感受到大家對公屋的期待。他隨後出
席深水埗各界慶祝國慶的活動，再去到長沙灣邨，了解屋邨管理及與居民
聊天，亦探訪一位住在公屋80多歲的獨居長者，分享他居於劏房的困難
和遷進公屋的喜悅。陳帆表示，每次探訪劏房家庭，都會深深體會到他們
對改善居住環境的渴望。他強調，特區政府會竭力增加房屋供應，透過過
渡性房屋、現金津貼、劏房租務管制等措施，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援助及
服務，為劏房家庭提供適切的支援。
鄭泳舜表示，長遠而言要解決香港住屋問題，必須要持續增加公營房屋

嘅供應。期望局長同特區政府繼續努力，加大力度覓地建屋，兌現3年上
樓目標，並制定告別劏房路線圖，讓基層租戶早日上樓。
劉佩玉表示，作為區議員，現在又多了選委的新角色，會繼續努力，為

基層市民發聲，向政府出謀獻策，讓政府真正達至「良政善治」。

陳帆：訪劏房後更感須增建屋

●陳帆到深水埗多個劏房住戶進行探訪。
fb截圖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昨日探訪荃灣多個劏房
戶，出席地區國慶慶祝活動，更和青年一起打球，聆
聽青年心聲。徐英偉了解劏房家庭需要，向他們介紹
福利計劃，並勉勵年輕人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為國
家、為香港更好的長遠發展努力。
劏房有不少新來港以及單親家庭居住，部分甚至

一家四口居於一個百呎單位。徐英偉昨日上午和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到荃灣多個劏房戶家訪，向他們
了解生活上的需求、以及疫情所造成的影響，並向他
們介紹政府相關的福利計劃，以及送贈福袋。
為慶祝國慶，油尖旺區昨日為青年人舉辦國慶友

誼盃籃球賽，徐英偉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到旺
角麥花臣球場觀賽。徐英偉更落場與學生球員共同打
球，並在球賽結束後與年輕人探討人生規劃及未來發
展路向，鼓勵及支持年輕人多做運動，發掘更多興
趣。
最後，徐英偉勉勵年輕人把握國家發展機遇，珍
惜國家為香港青年人推出的措施，為國家、為香港更
好的長遠發展而努力。未來，特區政府會注重投放更
多資源發展體育，注重地區體育，以及興建更多體育
場地設施。
鄭泳舜在facebook表示，香港年輕人對未來有很多

期盼，在學業、就業、置業等有不少困惑，希望特區
政府推出更多措施幫助年輕人，尤其是青年運動員，
年輕人亦要裝備好自己，一齊為國家、為香港更好的
發展努力。

陳茂波：解決房屋問題頭等大事

●陳茂波與基層家庭分甘同味。 fb影片截圖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探訪劏房和公屋住戶，了解他們的生活日常
和遇到的困難和需求。陳茂波表示，市民講到生活上遇到的困難和住
屋帶來的壓力，土地房屋是香港社會面對最尖銳的矛盾點，是特區政
府必須全力解決的頭等大事。
特區政府於昨日國慶節向合資格市民發放第二期消費券。陳茂波昨
日到沙田的雪糕車購買雪糕跟市民分甘同味，更把自己親手製作的雪
糕和市民分享，並為他們送上祝福，和他們聊天、合影，氣氛融洽，
「見到小朋友開心地一齊食雪糕，覺得好高興。」他希望與大家一起
慶祝節日、一起消費，一起振興經濟。
陳茂波還探訪了一個基層家庭，與他們閒話家常，一起包餃子、吃
水果，趁機了解住戶的生活日常，和遇到的困難、住屋帶來的壓力。
他強調，土地房屋是香港社會面對最尖銳的矛盾點，也是特區政府必
須全力解決的頭等大事，並強調人民才是一切發展的中心。

聶德權籲公僕關懷社區長者
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聶德權參與一個
為獨居長者加裝扶
手，加強長者家居
防跌保護的活動，
並到觀塘翠屏邨探
訪長者，了解他們
日常生活及所需。
聶德權呼籲公務員
團隊，齊來參與這
類活動，為社區、
為長者獻上關懷。
十八區當中，觀塘
區長者人口比例高，不少更是獨居。工聯會康齡服務社與中國海外集
團義工隊於昨日「商社合作」，舉行名為《長者住安心──社區義務
安裝扶手先導計劃服務》的活動，為區內獨居長者加裝扶手，加強長
者家居防跌保護。聶德權參與其中，並探訪長者，了解他們日常生活
及所需。
聶德權昨日先後探訪87歲的洪伯及85歲的王婆婆。
他表示，兩位長者精神奕奕，見到大家來訪都笑容滿面，並與他分
享自己早已接種新冠疫苗，可參加社區中心活動，又可以與鄰居好友
打麻雀，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他形容是次活動別具意義，又呼籲市民，包括公務員團隊齊來參與
這類活動，為社區、為長者獻出關懷。

●聶德權形容探訪活動別具意義。 fb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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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偉昨日探訪荃灣多個劏房戶。 fb截圖

昨日恰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多名司局

長落區探訪居住劏房、公屋的基層家庭，了解市民的

生活和需求。多名官員表示，探訪基層家庭鞭策官員

要盡快解決市民切身的住房問題，相信直接聆聽市民

心聲，能讓政策和工作更貼民心，更合民意，特區政

府會加大力度增加房屋供應，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

矛盾，並強調「人民才是一切發展的中心」。多名和

官員落區的建設力量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希望一眾官

員將市民的心聲和建議帶入政府認真考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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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國慶日，香港市面國旗招
展、熱鬧祥和，全港各中小學和部
分大學分別於校園內舉行升旗儀式
慶祝國慶。香港落實「愛國者治
港」，教育界理應藉着歡度國慶、
升國旗、唱國歌這些生動的愛國活
動，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學校、
老師更應責無旁貸、理直氣壯推廣
愛國主義教育，言傳身教培養愛國
愛港接班人。

在前年的修例風波期間，有暴徒
公然侮辱、焚燒國旗及污損國徽，
公然挑戰國家主權，事後多人因此
受到刑罰，反映香港有少數青少年
長期缺乏愛國主義教育的熏陶，容
易受境外反華勢力和攬炒派的歪理
邪說所「洗腦」，誤入歧途，足見
加強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
性、緊迫性。

在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
度後，香港撥亂反正，社會回復穩
定，做好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培
育愛國愛港的治港接班人，正當其
時。在新形勢下，教育界必須主動
積極肩負起愛國主義教育的重任。
國慶日的升旗禮，校長、老師帶領
學生一同參與升國旗，教育學生認
知祖國的歷史、國旗的神聖，認識
到有國才有家的道理，這本身就是
對青少年鮮活的愛國主義教育活
動。

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要全方位

認識國史、國情，學習憲法和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教育局已在全港
中小學開展國家安全教育，除了發
布課程框架及相關學科的指引性文
件外，亦透過課程發展、教師專業
培訓、提供教學資源和舉辦多元化
活動等，裝備全校教師在課堂內外
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全面提升香港
學生的國情知識，培養國民身份認
同及愛國情懷。在9月新學年推行
的公民科，就是為了讓中學生全面
學習國家和香港的憲制關係及當代
國情等，認識「一國兩制」的內涵
和實踐，了解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意義。

另一方面，國情教育不只是一門
課，更應該貫穿各學科，通過自然
國情、歷史國情、人文國情和當代
國情等方面，讓學生全方位了解國
家。下一步，教育局和辦學團體應
該配合課程，舉辦更多內地考察
團，讓學生親身體驗國家發展的巨
大成就，提升國家民族歸屬感、自
豪感。

國家好、香港好。祖國是香港繁
榮穩定的最堅強後盾，愛國是包括
港人在內全體中國人的樸實感情，
更是義不容辭的使命。新時代的香
港教育界，應該勇挑愛國主義教育
的重擔，做好愛國教育、辦好愛國
活動、傳遞愛國情懷，為香港培育
更多德才兼備的愛國治港者。

開展生動愛國教育 培養治港接班人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國慶節前夕探訪基層市

民，展示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為民情懷，
活動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和點讚。在與基層市民
交談中，駱主任指出：「說一個地方發展得好，用什
麼來衡量呢？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要好。」「只有廣大
市民的生活好了，幸福感強了，香港才算發展得
好！」駱主任的話對於香港在新形勢發展具有重要啟
示。特區政府、社會各界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
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 積極作為，迎難
而上，為民謀福祉，讓市民過上美好生活，不負中央
和市民的期盼，開創良政善治、安居樂業的新局面。

香港是國際城市，也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人均GDP達到4.67萬美元，進入高度發達經濟體行
列；但另一方面，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2016
年香港已高達 0.539，遠高於 0.4 的警戒線，顯示解
決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刻不容緩；香港連續10年成全
球樓價最難負擔城市，普通家庭不吃不喝20年才能
買得起一套房；目前香港有約20萬人租住在劏房、
籠屋，輪候公屋的平均時間屢見新高、達 5.7 年之
久；至2020年為止，香港連續3年被評全球生活成
本最高的城市。樓價高昂、房屋供應緊張、生活成
本不斷攀升，市民生活百上加斤，直接影響社會和
諧穩定。駱主任在察看了籠屋住戶的居住環境後感
嘆，親眼見到這麼擠迫的居住條件，心情十分沉
重，「『安居』才能『樂業』，住房問題已成為香港最大
的民生問題。」

香港發展是否令人滿意，市民最有發言權。香港
迎來由亂及治、由治向興的新轉機，廣大市民對提
升生活質量的期望和要求也越來越高。駱主任訪貧
問苦，直接聽取基層市民呼聲，強調要把市民生活
好、幸福感作為衡量香港發展成敗的標尺，就是踐
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提醒特區政府及社會

各界團結一致，解決市民最關心的住房、就業、醫
療等民生問題。只有善解民心之憂，善謀民生之
利，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社會
更加和諧安寧，住房問題得到極大改善，告別劏
房、籠屋，港人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
強，才能夠贏得民心，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

香港中聯辦全面深入了解民情民願，並把探訪常
態化、制度化，持之以恒用行動堅持為民宗旨，發
揮出積極的示範作用，引領香港社會聚焦解決市民
的關心事、困難事。特區政府多位司局長藉昨日國
慶佳節到屋邨、劏房、公屋等地方，探訪長者及基
層市民，親自動手為市民服務，與市民共同慶祝佳
節，了解市民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以及住屋帶來
的壓力。他們均表示，探訪能讓政策和工作更貼民
心，更合民意，相信政府投放更多資源發展體育及
加大力度增加房屋供應，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
盾。特區政府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解市民所
難，以改善市民生活作為提升施政效能的動力，是
值得肯定的管治新氣象，廣大市民樂見其成。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選委會選舉成功結束，邁出
「愛國者治港」的重要一步。未來，管治者更應敢
擔當、善作為，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的各種利益藩籬，有效破解住房、就業、醫療、貧
富懸殊等突出問題。駱主任指出，香港解決住房問
題，雖涉及土地、規劃、投入等具體問題，但最根
本的、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發展為了誰的問題，
只要牢固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具體
問題是可以逐步解決的。所有管治者心中裝着市
民，工作為了市民，一心一意為民造福，讓市民分
享更多的發展紅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實現
民族復興之路必定走得更穩更好。

市民生活好 香港才算發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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