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家超宣布參選行政長官之後，連日
來馬不停蹄廣泛接觸社會各界，身體力
行展示他在參選宣言中許下的承諾，以
誠懇態度走進社區傾聽民意。李家超忠
誠擔當有目共睹，他出身基層，體恤民
情，與包括愛國愛港地區社團在內的社
會各界、普羅大眾更容易溝通，相信能
通過他倡導的「以『我和我們』的積極
態度」與各界共同解決問題，攜手造福
市民，未來的香港將建設得更美好。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香
港是實施「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扮
演國際金融、經貿中心的角色，作為行
政長官的首要條件，必須是對國家和香
港忠誠盡責，無畏無私地堅決與內外反
中亂港勢力作鬥爭。過去幾年，李家超
在遏止「港獨」、止暴制亂的大是大非
問題上挺身而出；在落實香港國安法和
新選舉制度中頂住外部勢力施壓，全力
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法治穩定，充分展現
出作為愛國治港者的堅毅和定力，獲得中
央和香港社會各界的信任和支持。

如今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時
刻，既要鞏固安全、法治、穩定的局
面，也要加快穩控疫情、重振經濟民生
的步伐，以及着力解決積累多時的深層
次矛盾，亟需一位執行力強、積極破舊
立新、又能夠緊貼社區民意、凝聚最廣
泛共識的行政長官，帶領香港同舟共濟
再出發、取得新突破。

李家超在參選宣言表示，小時候在公
屋長大，親歷基層市民的困難。深信若
他當選，特區政府的施政，必定會以解
決市民的問題為首位。另外，他提出，
要團結各方力量，各司其職，將「我與
我們」共同解決問題的文化推展至全社
會，並以最近全城起動參與抗疫派發物

資包作為其中一個例子。
李家超務實貼地、包容開
放的作風，觸動人心，鼓
勵社會各界踴躍建言獻
策，共同實現他提出的未
來施政三方向：以結果為
目標解決不同的問題、全面提升香港競爭
力、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讓市民真
正得到實惠，分享發展紅利。

愛國愛港地區社團作為治港者的重要
力量，要盡心盡力維護國家安全、促進
香港繁榮穩定，更好地建設社區、服務
市民，無論是修例風波支持警方止暴制
亂，還是抗擊疫情、為民解困，愛國愛
港地區社團都義無反顧、全力以赴，這
一點與李家超服務香港、貢獻國家的目
標、方向一致。

香港已恢復法治穩定、重回發展正
軌，在中央支持下，全港同心抗疫，疫
情亦漸趨平穩，但也要看到，外部勢力
搞亂香港、遏止國家發展的圖謀仍死心
不息，本港仍有少數不甘失敗的攬炒分
子利用網絡散播攻擊抹黑中央和本港愛
國愛港力量的謠言，以「軟對抗」破壞
香港法治安定的良好局面，社會各界、
廣大市民殷切期望，新特首和特區政府
再接再厲、敢作敢為，不斷完善香港的
法律機制，進一步鞏固香港由治向興的
局面，同時積極推進與愛國愛港地區社
團的緊密合作，在抗疫紓困、改善民
生、收集民意等各方面建立恒常的溝通
合作機制，形成上下同欲、無往不利的
團隊精神，創造「一加一大於二」的協
同效益 。

社會各界、廣大市民相信，有一個好
指揮，香港一定能奏響良政善治的新樂
章。

「以結果為目標」打破僵化急民所急
香港社會期望，新任行政長官能夠作出大刀闊斧的改革，

打破行政僵化，展現前瞻性，營造為市民做實事的新風。市

民最看重的就是結果，這也是人之常情，新任行政長官必

須實踐「以結果為目標」，施政急民所急。

陳克勤 立法會議員

過去幾年，香港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
戰，新冠疫情的陰霾仍然籠罩香江。第六屆行
政長官選舉即將舉行，這是一個給香港帶來改
變的機會。香港需要有遠見、變革決心和行動
力的新行政長官，切實為市民做事，克服疫
情、重振經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並在對立
衝突的世界格局中配合國家發展，推進中華民
族的復興大業。

「打鐵還須自身硬」，特區政府要把握新機
遇、迎接新挑戰，就要進一步提升管治能力。
畢竟時代在變，國際環境亦愈趨複雜，同時國
家發展一日千里，為香港創造各種機遇，市民
對政府施政的期望不斷提高。政府的預見力、
協調力、執行力、應變力和動員力都有必要進
一步加強，土地發展和建屋進度要追上需求。
公務員團隊不可各自為政，行政效率亦要提
升。這是特區政府急需改變的地方。社會期

望，新任行政長官能夠進行大刀闊斧改革，打
破行政僵化，展現有前瞻性、高效問責、為市
民做事的施政新風。

加強部門合作提升效率
行政長官參選人李家超也看到提升施政效率

的必要性，他提出「以結果為目標」作為未來
施政的三大方向之一。以結果為目標解決問
題，聽起來好像很簡單，其實是李家超服務政
府多年的深刻體會。政府部門辦事時，有時考
慮未及周全，常把焦點放在過程上，務求跟足
程序不犯錯。筆者擔任議員多年，對此很有共
鳴。

舉例說，有市民向政府投訴某一地方有垃
圾，政府人員接到投訴後，第一反應不是盡快
安排人手清理垃圾，而是要找出垃圾所在的地
點，歸哪個部門管轄，然後轉交由負責的部門

處理。如果是屋邨範圍就通知房屋署，公園範
圍就通知康文署，一般街道就是通知食環署。
這種做法最少產生三個問題：第一，市民多數
不清楚，有垃圾的地點屬哪個部門管轄，如果
市民找錯部門，就會不停地被推向其他部門，
來回折騰，垃圾卻始終沒清理；第二，有些部
門沒有常設的清潔隊伍，即使垃圾位於部門管
轄的地方，但清理垃圾的效率亦會大打折扣；
第三，有些地方是俗稱「三不管」，即不知道
屬哪個部門管轄，或沒有一個專責部門負責，
這種情況更無從處理。

其實，市民沒有興趣知道哪個部門負責，只是
希望政府盡快派人清掉垃圾。這麼簡單的問題都
不能妥善處理，市民不會只怪責某一個部門，而
是對整個政府都不滿意。市民最看重的是結果，
這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施政「以結果為目
標」，才能做到急民所急，展現為民情懷。

還有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樹木管理辦事處。
該部門成立的初衷，是推動跨部門處理問題樹
木，但具體到某一棵有問題的樹木該如何處
理，則要由樹木所在地的部門負責。樹木管理
辦事處名義上推動跨部門合作，實際上跨不
了。

總結經驗着力改善
由此可見，筆者期望新任行政長官要針對上

述問題多下功夫，以達至名副其實的「以結果
為目標」，切實提升施政效率。正如李家超所
指，任何改變都不是為變而變，目的是為了讓
政府更好地服務市民和解決各項民生問題。當
前本港最主要的問題是穩控疫情、解決房屋問
題。期望新一屆政府總結工作經驗，認識當前
民生痛點，大力改善，開創良政善治的新局
面。

日前李家超宣布參選行政長官，提出未來施政的
三個主要方向：以結果為目標解決不同的問題、全
面提升香港競爭力、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要
承擔歷史使命，新特首要與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
同為香港開新篇。從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提出的對治港者能力的要求，是否符
合「五個善於」來判斷，李家超就是第六屆行政長
官的合適人選。

首要善於在實踐中全面準確落實貫徹「一國兩
制」，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李家超立場堅定，
堅決落實中央對特區全面管治權，旗幟鮮明地維
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區憲制秩序，敢於同損
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損害香港繁榮穩
定的言行作鬥爭，既取得中央的信任，亦得到港
人的認可。

其次是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問
題，做有擔當作為的愛國者。香港需要解決大量的
住房、就業、醫療、貧富懸殊等經濟民生問題，還
有青年向上流及教育問題、醫療問題、安老問題等
等。能否破解，除了要有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要
「勇擔當、敢碰硬、善作為」。李家超服務政府45
年，長年在警隊服務，及後擔任保安局副局長及局
長，有處理社會事件，以及緊急重大事故協調的統
籌經驗；在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他又全力統籌特
區政府防疫抗疫，能力有目共睹。

第三是善於為民眾辦實事，做為民愛民的愛國
者。李家超在疫情期間，全力統籌防疫抗疫，積極
推展與內地通關的工作，這些愛國愛港愛民的表現

顯然可見。正如他在參選宣言中表
示，他會以誠懇的態度走進社區傾聽
民意，積極延攬人才、組建團隊，帶
來一個會幹事、敢擔當、做到成績的政府，為香港
帶來讓老百姓感到有受惠的政府，讓香港市民有獲
得感，覺得在香港生活有希望、是幸福的。

第四是善於團結方方面面力量，做有感召力的愛
國者。李家超在擔任政務司司長時曾說過，「身為
領導，不是自己一個人做所有的事，人無完人，最
重要的是發揮團隊成員作用，讓他們精益求精。」
他還提到，「重要的是建立一個秉持共同理念的團
隊，因為團隊成員都有不同背景，要實現『一加一
大於二』，就需強調團隊共同的內涵，比如一致的
理念、目標或運作過程等，而不是強調不同的地
方，這就是發揚團隊精神最重要的元素。」這番
話，深諳管治要義，也是作為領導者應具備的胸懷
和膽識，在愛國愛港旗幟下促成最廣泛的團結。

最後是善於履職盡責，做有責任心的愛國者。李
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後，參與應對疫情衝擊、完善
選舉制度、堅決打擊反中亂港勢力等，都交出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成績單，充分體現出他胸懷大局、履
職盡責，以及對國家和香港高度負責任。

特首不僅要愛國愛港，還要德才兼備、有管治才
幹、想幹事、會幹事、能幹事、幹成事。「五個善
於」就是對李家超立場與能力的最佳檢驗標準。李
家超善於作為、富親和力、有勇於承擔、扛得起外
來壓力的「鐵肩膀」，兼有維護社會穩定的堅定意
志和能力，是社會大眾期待的理想行政長官人選。

特首人選要符合「五個善於」
胡劍江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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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5日是國家第七個「全民國
家安全教育日」，也是實施香港國安法
後的第二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全港各校開展了
不同類型的國家安全教育活動，讓香港
學生從根本上了解國家安全與包括700多
萬港人在內全國14億同胞的福祉息息相
關，培養下一代的國家觀念、國民身份
認同，提升維護國家安全的自覺性，為
香港未來發展提供最關鍵的法治保障。

教育局自去年訂定《香港國家安全教
育課程框架》，亦為學校編訂《價值觀
教育課程架構》。然而，國家安全教育
是國民教育的核心，要加強學生的愛國
心，局方需要加大國民教育的範圍及內
涵。除了課程框架外，更要透過有系
統、有規劃的國民教育課程內容，讓學
生正確認識國家歷史，全面了解國家的
發展和成就。

為配合國家安全教育的有效落實，澳
門特區教育及青年發展局與人民教育出
版社合作編寫的國民教育教材，值得香
港教育部門借鑒，以此做到文以載道，
文以化人，直接從學習源頭固本清源，
讓香港的國民教育得以扎實發展。

在資訊海量流通的新時代，讓青少年
正確認識網絡安全，免受假新聞、假資
訊誤導荼毒，更是教育的重中之重，不
容輕視。觀乎當今國際局勢風雲變幻，
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的特區，外部勢
力一直企圖利用香港作為遏止中國發展
的棋子、把香港變成反華戰場。雖然香
港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實現由亂到
治，但香港需要更強大的法律後盾，徹
底鏟除反中亂港的根源。

故此，特區政府必須履行憲制責任，
盡快就基本法23條進行本地立法，並完
成「假新聞法」立法，相輔相成，進一
步維護國家安全。只有建立健全的法治
制度和機制，才能有效防控國家安全風
險，確保香港長治久安。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雖是每年只
有一天，維護國家安全卻是天天必行之
事，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是全國各
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展望未來，一
眾學子從小正確認識國家安全的重要
性，了解國家與香港命運共同體的重大
意義，香港的下一代就能更好地融入國
家發展的大局，成為愛國愛港的接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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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操 滬江小學副校長

自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香港經濟受到
嚴重打擊，今年第一季度經濟無可避免將陷入收
縮，打斷之前連續四個季度復甦的勢頭。這些數字
均折射出疫情肆虐、國際地緣政治局勢緊張、通脹
升溫以及中美關係等內外因素，令香港在社會、民
生及經濟承受着龐大的壓力。

特區政府早於2月份公布財政預算案，實施總金
額超過1,700億港元的逆周期措施，補助受困企業和
失業人員。連同過去兩年的紓困措施，香港累計投
入逾6,500億港元，促進了經濟復甦和金融穩定。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發表網誌稱，2022年第一季度
充滿驚濤駭浪，不同經濟環節的數據均反映當前形
勢壓力之大，但仍對香港經濟前景有無比堅定的信
心。再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發布評估報告，
再次肯定香港作為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認同
香港金融業在疫情期間依然持續擴張和發展。

作為一個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金融業務管
理系統有豐富的應急經驗。香港銀行體系每日平均
結算金額超過3萬億港元，海量業務環環相扣。香
港金融系統制定「業務持續計劃」，應急狀態下只
需要平時人手數量的一成至兩成就能保持資本市場
的交易和清算，完全可以消化抗疫措施下人員隔離
的短期影響。

筆者認同，紓困措施是香港積極抗疫的體現之
一，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有助於減緩經濟衝擊帶
來的影響。在特區政府有效管控疫情上，香港需要
取得全局的勝利，即既要遏止疫情也要穩住經濟，
既要穩住內部狀況也要兼顧外部形勢。即使疫情打
亂了香港短期發展步伐，但疫情終將過去。大家需
要明白，抗疫措施在短期內對城市的人流物流有一

定限制，帶來一些不便，但這種影響
應當從長遠、全面、整體、綜合的角
度予以評估，而不能聚焦於表面的、
暫時的、孤立的某一項措施。

香港抗疫態度積極，只會穩固而不是削弱香港的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特區政府準確把握大局、穩慎
推進，讓香港社會能有信心、堅定地聚焦應對短期
挑戰，同時準確定位、積極把握發展大趨勢。相信
持續保護市民健康、穩住經濟，同時以切實可行的
方法，保持對外聯繫，香港一定能戰勝疫情，推動
經濟全面復甦。

內地的金融開放，為香港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提供了更多機遇，例如「一帶一路」項目融
資、綠色金融、數字貨幣、跨境理財等領域，都是
香港金融業務創新發展的着力點。香港作為內地經
濟與全球資本市場「超級聯絡人」的角色，將會進
一步強化。如果任由疫情肆虐，百業蕭條，失業加
劇，那麼國際資本一定會逃離香港。因此，特區政
府積極抗疫，是香港的唯一正確選擇，早一天走出
疫情，就早一步搶佔先機；多一分防控效果，就多
一分發展紅利。

過去數十年，國家穩步發展，香港「一國兩制」
全面貫徹落實，中央一直堅實支持香港的穩定和繁
榮發展，讓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
心，為國家作出了貢獻。這些客觀條件是香港未來
發展最堅實的主軸。香港疫情防控過程中，國際社
會看到了特區政府紓難解困的政策措施，見證了香
港社會團結互助的感人場面，這只會增加對香港經
濟社會強大韌性的再認識，堅定在港拓展業務的信
心。

穩控疫情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蔡榮星 選委會委員 湖南省政協常委 香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