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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特首施政 同為香港開新篇
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成功舉行了選委會及立法會兩場

在歷史的轉折點，如何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繼續大

重要選舉，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接下來的行

步前行，是未來特首及每一位從政者的切身命題。未來特

政長官選舉更是當中最重要一環。現在香港須致力抗擊第

首在國家的堅強後盾下，要與市民齊心為香港謀未來，開

五波疫情，經濟有待煥發更新，世界局勢亦波譎雲詭，站

新篇，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盡一分力。

林智遠 立法會議員 執業資深會計師
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布參選第六屆行政長
官，在上周記者會上提出以結果為目標、全面
提升競爭力、奠定穩固基石的三大施政方向，
字裏行間透視出為香港好、為國家好的堅定心
志。筆者深思熟慮後在上周末聯同約10名會計
界選委，遞交了手上的提名票，支持李家超，
冀望在香港回歸祖國 25 載的 2022 年，由新特
首帶領香港市民，「同為香港開新篇」。
政通人和，萬事待興。完善選舉制度後，香
港成功舉行了選委會及立法會兩場重要選舉，
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接下來的行
政長官選舉更是當中最重要一環。李家超在記
者會演辭開端點出了一個土生土長香港人的憂
思：「我們要怎樣做，香港才可以變得更
好？」筆者同樣出身基層，經歷成長的艱苦辛
辣，也嘗到香港繁榮帶來的碩果甘甜，站在歷
史的轉折點，如何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繼續大步前行，是未來特首及每一位從政者的
切身命題。

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李家超紀律部隊出身，讓筆者聯想起電影
《一代宗師》傳達的武人哲學：「見自己，見
天地，見眾生」。在施政方向中，不難看出他
的演繹版：先看見香港的優勢與弱點，再環顧
國家與世界的大局施政，最後將香港發展的紅
利還富於民。
先說「見自己」。在發展迅猛的第五波疫情
中，香港短板一覽無遺：房屋、貧窮、醫療、
老人等問題，都必須在疫後工作中下重藥。
2021 年香港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 16 平方米，
劏房更僅 6.6 平方米，比起首爾、新加坡及台
北等地人均面積 30 至 35 平方米，相去逾倍。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去
年向香港管治班子提出未來不會再有籠屋、劏
房的任務。房屋問題折射貧窮問題，筆者就與
議會多位同事組成平台，目標是精準扶貧、盡
快告別劏房，此實是每個港人的盼望。期望李

家超一如所言「走入社區傾聽民意」，真正為
民紓貧解困。
再說「見天地」。李家超表示：「世界大變，
不進則退。」香港站在大國博弈的風頭浪尖，稍
一把持失當，必將跌入無底深淵，因此在「一國
兩制」的前提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的必
然出路。香港經歷了衝擊國家安全的修例風波，
筆者想提醒的是，基於世界格局劇變、地緣政治
角力頻生，國家安全及金融安全必須要穩守。
君不見俄烏衝突中SWIFT系統淪為制裁武器，中
概股風暴揭示證券監管政治化，背後勢力正蠢
蠢欲動？香港立足國內、國際大循環的交匯
點，務必提早擬定應變機制，引第五波疫情為
鑑，方能在海嘯到臨前處變不驚。
最後「見眾生」，說回筆者財經老本行。香
港四大產業中，金融服務業為最大行業，在過
去 20 年間佔本港生產總值由 12.8%提升至逾
21%，惟就業人口僅約 27 萬人，佔總就業人數
僅7.1%；對比同期的貿易及物流業佔本地生產

香港風浪不息 急需良才掌舵
上周末，前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布參選行政長
官，並發表參選宣言，提出三大施政方向。《禮
記》有云：「君子聽鼓鼙之聲，而思將帥之臣。」
香港歷經修例風波與疫情蹂躪，處於國際鬥爭一
線，實在不容有失，下一任行政長官應該是一位有
國家大局視野、決斷有擔當、實幹興邦、解決問題
的良將。
2019年修例風波以來，在打擊黑暴、對抗外國反華
勢力方面，李家超都是走在最前線，他在實施香港國
安法、推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過程中，表現卓著。

李家超的參選宣言，強調施政實
績，要讓市民從政策中看到希望，得
到實惠，這亦符合中央的要求。香港
的管治者除了「會幹事」，還要「幹
成事」，令市民分享發展紅利。政府施政長期被詬
病程序掛帥、議而不決。紀律部隊向來以執行力強
見稱，目標為本，倘李家超當選行政長官，他過去
的經驗相信有利加快各項政策實施，提升公務員隊
伍士氣、行政和溝通效率，推動解決房屋土地、貧
富懸殊等深層次矛盾。

讓市民看到希望得到實惠

讓社會共謀發展分享紅利

長期以來，香港都處於國際政治角力中的風口浪
尖，美國肆意對內地和香港官員實施所謂制裁，橫
蠻霸道已成常態。至於歐洲議會同樣不遑多讓，先
後多次通過針對香港國安法的動議，要求歐盟制裁
中國。國際反華勢力抵制中國崛起，已不是什麼秘
密。香港作為全中國最開放、最自由的城市，自然
是外國勢力遏制和圍堵中國的橋頭堡。因此，行政
長官人選若沒有維護國家安全的勇氣和擔當，沒有
和反華勢力及亂港勢力鬥爭的勇氣，國家安全和香
港繁榮穩定不可能被有效維護，香港長年累積的民
生問題亦不可能解決。
因此，香港需要勇擔當、敢碰硬、善作為的良
將，帶領社會開啟新篇章。行政長官憲制地位之特
殊，體現於「雙負責制」，既要向中央負責，亦要
向特區負責。新一任行政長官必然是能夠頂住美英
的壓力，堅定不移、義無反顧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
繁榮穩定的「鐵漢子」。
李家超宣布參選行政長官時提出三大施政方向：施
政以結果為目標、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奠定香港發
展的穩固基石。三大方向予人新人事、新作風、新氣
象感覺，將是香港推動良政善治重要一步。

李家超的紀律部隊經驗豐富，但處理財金及經
濟民生的經驗較少，可能需要網羅相關人才扶助
左右。一人的力量有局限，但集聚眾力可以發揮
亮麗的效果。有熟悉行情的金融界人士說，本港
金融體系運作良好，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
紐、國際資產管理及風險管理中心的根基穩固，
不會有政策延續性問題，現只看新任行政長官是
否有號召力及親和力，延攬財金精英加入管治班
子或加入行政會議，因應時勢施策，鞏固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論誰人擔任下任行政長官，解決房屋土地、貧富
懸殊等深層次矛盾迫在眉睫。雖然李家超並非來自政
務官系統，但他去年出任政務司司長，在統籌、協調
的崗位得到鍛煉，讓他快速熟悉整個政府運作。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去
年7月的講話中提到，特區管治者要「衝破制約香港
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紀律部隊
出身的李家超，相信較能做到這方面的要求。李家
超長期在紀律部隊工作，與商界的關係明顯不緊
密，難以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操控對象，有更大空
間大刀闊斧推動改革。

莊紫祥 博士 深圳市政協委員 選舉委員會委員
香港進入由亂到治的新階段，李家超正式宣布參
選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顯示李家超勇於承擔歷史
使命，為國家、為香港果敢迎接挑戰。
李家超的競選專頁上載了競選口號「同為香港開
新篇」。李家超表示，未來五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
關鍵時刻。他提出未來工作的三大方向，包括：以
結果為目標解決問題、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
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他說參選是出於對國家
忠誠，對香港熱愛，對市民負責。
筆者作為選舉委員會委員，認為李家超是合適理
想的行政長官人選。原因有四：
一是李家超對國家忠誠，在關係到國家和香港利
益，關係到每個市民福祉及大是大非面前，他政治
立場堅定，經得起考驗。2019 年修例風波期間，面
對外國勢力及反中亂港勢力的瘋狂攻擊，李家超立
場堅定，毫不動搖，始終站穩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以及香港繁榮穩定立場，從未後退，
以實際行動表現出愛國者的錚錚鐵骨。近兩年來，
在中央支持下，李家超積極落實香港國安法的實
施，依法懲處反中亂港分子，為香港長治久安打下
良好基礎。
二是李家超具有 40 多年政府工作經驗，做事果斷
有決斷力，有足夠能力帶領香港與時俱進、開創新

局面。他走過的每一步都留下有目共
睹的成績，任職警隊時，屢破大案要
案；出任政務司司長時，負責檢討改
善法援制度，堵塞法援被濫用的漏
洞；在第五波疫情中，他代表特區政府與內地商討
援港抗疫措施，展現良好的溝通和執行能力，確保
內地援港抗疫措施順利落實。
三是香港作為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社會有分歧、
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作為管治者必須主動走進社區、
聆聽民意，找到解決問題的共識和辦法。連日來李家
超積極與社會各界和市民溝通互動，探討解決香港深
層次問題的途徑，以達至良政善治，充分展現作為管
治者必備的開放包容、兼收並蓄特質。
四是李家超具有感召力，能團結吸納社會各界有
識之士推動香港發展。他能夠邀請各方面人才加入
政府，發揮團隊精神，強調政府需要做到的事，必
須有結果，並充分考慮團隊各人長處，發揮「一加
一大於二」的精神，使整個團隊能夠做成事，為市
民帶來幸福。
香港需要一位對國忠誠、對港熱愛、對民負責的
行政長官，領導香港開啟新篇章。宣布參選後，李
家超展現出強烈的責任擔當，一定會得到香港社會
各界的廣泛認同和支持。

李家超演辭最引人熱議是「結果為目標」
論，身為會計師的筆者認同此論，並希望加上
以數據作衡量房屋、貧窮、醫療、老人等一籃
子問題，那麼可更為清晰，更能對症下藥，更
易衡量將來結果。李家超承諾將會肩負指揮之
責，讓每一位成員發揮優勢，盡展其所長。同
在獅子山下，共飲東江水，未來特首在國家的
堅強後盾下，要與市民齊心為香港謀未來，同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盡一分力！

李家超宣布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各界
紛紛表示支持，大家都相信如他當選，
將能帶領香港開創新篇章。
李家超是香港市民熟悉的政府官員。
他有 45 年的政府服務經驗，其中超過 30
年在警隊服務。他擔任保安局局長期
間，香港曾歷經修例風波，當時香港法
治穩定受到反中亂港分子衝擊，李家超
堅定不移履行職責，支持執法部門止暴
制亂，他更表明：「維護國家安全天經
地義，作為中國人沒有可能在這大是大
非上有任何畏縮，特區官員一定會理直
氣壯承擔這個責任，有國家作為後盾，
更加不需要有任何懷疑、任何顧慮。」
李家超用實際行動維護了「一國兩
制」，守護了香港的繁榮穩定，為社會
作出傑出貢獻。
李家超長期在紀律部隊工作，作風雷
厲風行，具極強執行力。他指出，對國
家的忠誠、對香港的熱愛、對市民的負
責是參選原因，承諾要建立一個忠誠擔
當的政府，符合「愛國者治港」原則，
具備能力及資格，相信他當選後將不負
眾望，解決深層次問題，成為「一國兩
制」堅定守護者，將「愛國者治港」原
則踐行到底。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早前在談到「愛國者治港」時提
出「五個善於」和「五有」的要求。李
家超能擔重任、符眾望，有情懷、有格
局、有擔當、有本領、有作為，是出任

行政長官最合適人選。李
家超正直果斷、作風強
硬，擁有實幹精神，有助
凝聚社會共識、團結各
界，共同解決長期的深層
次問題，完全符合作為愛
國治港者的「五個善於」和「五有」的
要求。
李家超發表參選演辭時，提出三大施
政方向：以結果為目標解決不同問題；
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奠定香港發展的
穩固基石。三大施政方向亮點紛呈，是
破解香港面對的困局定下的施政新方
向。
香港受到反中亂港勢力的干擾，發展
一度偏離正軌，社會長期泛政治化，各
項經濟民生政策措施頻頻受阻，社會發
展停滯不前。因此，以結果為目標解決
問題是未來施政首要重點，這也是李家
超三大施政方向的最大亮點。以結果為
導向，將對症下藥，讓施政措施落實到
位，經濟民生發展才能取得實效，讓市
民享受到發展的實惠。實現結果為目標
的施政方向，後面兩點：全面提升香港
競爭力、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自
然水到渠成，香港發展的基石將越發穩
固。
期望李家超以務實幹練、貼近民意、
團結各界，帶領香港迅速穩控疫情、重
振經濟民生，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共創香港新未來。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全國青聯委員

復課應以保障學生健康為前提

理想行政長官人選的四個特質

管治團隊成員要各展所長

張學修 全國政協委員 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李家超參選施政方向令人期待

楊莉珊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總值不足 20%，就業人口卻逾 67 萬人。金融發
展對香港經濟至為重要，因此未來特首在金融
業發展方向上，冀望能朝着積極爭取引入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港成立分支、爭取中概股
全面回歸、積極發行人民幣及其他債券市場、
改革本港股票市場等各方向發展，一來可壯大
金融服務業的就業人口，二來從金融業取得的
巨大盈利亦能成為政府儲備，最終還富於民。

!


自 2020 年農曆新年過
後，香港已經先後爆發
了五波疫情。在疫情反
覆的情況下，筆者相信這兩年多學校停
面授課、開設網課、恢復面授課的安
排，無論對於學生、教師還是家長而
言，都是充滿了挑戰。
第五波疫情之下，政府宣布小學、幼
稚園最快於4月19日和5月3日分階段恢
復面授課，而中學亦將於文憑試核心科
目考試後恢復面授課。在新增確診個案
仍高企的情況下，復課安排如何能夠減
低染疫風險，保障師生健康，是教育局
首要考慮的地方。
筆者認為，減低學童染疫風險，應該
在不同方面考量，分別是預防染疫、每
天檢測和確診後隔離處理。根據政府數
據，現時 12 至 19 歲的學生第一針接種
率 已 達 到 97% ， 相 信 以 政 府 現 時 的 標
準，中學恢復全日面授課的難度已不
大。但與此同時，3 至 11 歲兒童的第一
針疫苗接種率只有六成，第二針的接種
率更只有約三成，對幼稚園、小學校方
和家長而言，政府提出的九成接種率可
恢復全日面授課的目標，吸引力並不
大。
在疫情最嚴峻和發生兒童染疫出現死
亡個案的時候，學童接種率出現飆升。
筆者建議，在幼稚園和小學恢復半天面
授課時，學校應與家長加強合作，鼓勵

家長為他們子女安排接
種，甚至可以安排全校性
疫苗接種活動。
至於每日檢測方面，政
府將為學校提供 1,000 萬
個快速抗原測試包，供教
職員和學生每天做檢測。最近政府鼓勵
的三天全民快速測試的結果顯示，透過
網上平台呈報的新增確診個案中，有六
至七成並沒有病徵，證明快速測試的確
能夠盡早找出確診者。正如 2003 年沙士
肆虐期間，家長也需要每天在學童上學
前在家為他們探測體溫並記錄一樣，這
樣的每日快測能夠快速識別無症狀感染
者，同時也能保障返回校園上課的學童
健康。
昨天政府對於學校出現確診者和密切
接觸者的指引上也作出了修正，畢竟根
據不少專家所言，高疫苗接種率會有效
減少重症病患，所以如果學校防疫指引
按照早前的一人確診也需要停課 14 天，
實在令教學活動難以為繼，最終還是影
響學生的學習進度和學習氣氛。所以新
指引提出，只有學校同日出現 5%的教職
員和學生確診，才會交由衞生防護中心
調查及跟進，可以說是一個平衡防疫抗
疫和教學兩方面的辦法。
本港疫情漸趨穩定，在保障師生健康
的大前提下恢復面授教學，是香港社會
復常邁出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