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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期待總書記為港指明方向 助港再上新征程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透過 Facebook
發表該專頁的最後一篇帖文。她表示，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
年的重大日子，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彰顯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重視和關
懷 。 她 期 待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在 慶 祝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25 周 年 之
際，再發表重要講話，為香港特區指明方向，協助香港再上
新征程。
林鄭月娥在帖文中表示，自己近日在接受傳媒訪問、總
結其任內工作時，曾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在 5 年前來港視察期
間發表的重要講話 ，是她面對嚴峻挑戰時的信心依靠 。現
在，香港由亂到治 ，重回「一國兩制 」正確軌道 ，大家都

期待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之際，再發
表重要講話，為香港特區指明方向，助港再上新征程。
她又指，位於添馬政府總部的行政長官辦公室和屬法定古
蹟的禮賓府是她這 5 年來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這裏的同事一
直支持着其緊湊的工作節奏，安排她的會議、活動、宴請、
起居飲食、保安等，勞心勞力，對於離別在即，眾人都感覺
有點不捨。她又指，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並提到運作 5 年、
讓她發布超過 600 則帖文的 Facebook 賬號亦將於周四(30 日)
結束，希望藉着最後一則帖文，感謝每一位留意其帖文的市
民和不少留言分享感受的讀者。
帖文最後，她祝福香港明天會更好，祝願全港市民生活美
滿、事事順利。

◆林鄭月娥昨日發
帖，感謝每一位留
意她帖文的市民。
林鄭月娥Fb圖片

警部署保安措施迎七一 小型無人機全港禁飛

灣仔分階段封路 會展站明起關閉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

警務處助理處長（行動）呂錦豪昨日介紹有關的
安保部署時表示，警方有責任採取適當保安措

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

施，確保活動在有序、安全情況下進行，並根據行動
需要設立核心保安區，周邊範圍則列為保安區。

府就職典禮。香港警方昨日表示，警方正以

維港兩岸設臨時限飛區

習近平總書記可能來港視察為前設作出保安

在安保行動期間，由於飛行服務隊及警隊有頻繁飛
行任務，故民航處將在維港兩岸及某些地區設立臨時
限飛區，限制一般飛機及其他飛行裝置飛行。至於小
型無人機，警方經謹慎審視及風險評估後，將根據新
法例的 448G 章小型無人機令第 19 條所授予的權力，
在重要活動期間將全港範圍列為限飛區，所有小型無
人機禁止飛行，呼籲市民密切留意民航處相關網站資
訊。
港島總區高級警司（行動）廖珈奇表示，警方會在
舉辦慶典活動周邊範圍實施交通管制，並在有需要時
封閉相關道路，預案中灣仔一帶的封路措施分兩個階
段進行，首階段會由 29 日凌晨 2 時至 7 月 1 日封閉，
涉及會展附近所有道路，包括博覽道、博覽道東、博
覽道中、會議道、菲林明道部分路段及菲林明道天橋
北行線；中環灣仔繞道前往灣仔北、龍和道東行往中
環灣仔繞道，以及龍和道部分路段將會封閉；龍合
街、龍景街及耀星街屆時亦會封閉。菲林明道、港灣
道、分域碼頭街及分域街部分路段亦會在行動期間間
歇封閉。
第二階段，由 6 月 30 日凌晨 1 時起關閉港鐵會展
站，東鐵線會維持正常行駛，但不停會展站，該站
至 7 月 1 日下午 2 時重開。會展站臨時關閉期間，該
站公共交通交匯處也會封閉，18 條巴士路線受影
響，其中 11 條巴士線的總站會搬到灣仔南、莊士敦
道及軒尼詩道一帶。其餘受影響路線的巴士總站會
遷移至金鐘巴士總站、天后或改為循環線不停站。

部署，包括提供近身保衛及車隊護送，在有
關地區設立核心保安區及保安區，確保整個
安保行動能在有序及安全的情況下進行。由
6 月 29 日凌晨及 7 月 1 日期間，灣仔會議道
以北及會議展覽中心半島將會分階段封路和
實施交通管制，港鐵會展站屆時亦會臨時封
閉，並會視乎情況再增加其他措施。如發現
任何危害生命財產、破壞公共安全及秩序的
行為，警方必定會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昨召開記者會，簡介有關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的警方
行動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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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2 條巴士路線亦會改道不會經過灣仔北一帶，駕
駛人士須留意運輸署透過不同媒體發布的最新封路
措施。
廖珈奇表示，在封路期間進出會展半島的人士及車
輛會受到管制及接受保安檢查，出入會展辦公室大樓
的人亦需要接受保安檢查。另有三條道路需要駕駛人
士加倍留意，即從東面駛入會議道西行的車輛，需要
先駛入會展站公共運輸交匯處支路，再駛入菲林明道
南行線；菲林明道北行線駛到港灣道時，必須轉左或
轉右；龍和道東行的車輛，必須右轉入添華道南行

港多位人士在聯合國邊會發言：
港在「一國兩制」下發展愈來愈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五十屆會議
香港專題邊會昨日舉行，特區政府官員和多名香港政界、法律界人
士在會上發言。他們表示，一些別有用心者和外部勢力長期利用香
港的法律漏洞，導致修例風波的發生，對香港造成近一年的破壞，
而部分西方勢力對事件持雙重標準。他們強調，在實施香港國安法
和完善選舉制度後，香港已進入了融入國家發展的機遇新時代。香
港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相信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發展會
愈來愈好。
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副局長區志光在會上表示，一些別有用心者
和外部勢力長期利用香港的法律漏洞導致修例風波的發生，對香港
造成近一年的破壞。中央政府於2020年6月果斷頒布香港國安法，
效果立竿見影，迅速令香港恢復安定、繁榮。

完善選制保
「愛國者治港」
其後，中央又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
區志光指出，完善後的選舉制度確保了「愛國者治港」原則的全面
落實，消除了外國勢力及其代理人操縱香港的選舉、進入管治團隊
的可能性，對香港的長治久安及有效施政起了關鍵的作用。
他表示，隨着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香港已進入了融
入國家發展的機遇新時代。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25周年，他相信香
港在「一國兩制」下將充分發揮潛力。
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浩然表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成為破壞
其祖國的溫床。2011年8月，倫敦發生一系列暴動（riots），當時
的英國政府大規模部署防暴警察；在美國國會大廈事件中，特朗普
的支持者攻擊國會大樓，美國更動用軍事力量進行鎮壓。然而在

2019 至 2020 年期間，香港發生了修例風波，美國和歐盟等國家不
但沒有譴責有關人等的暴力，在某程度上甚至讚揚有關犯罪行為，
這是明顯的雙重標準。
他指出，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回應香港社會對恢復和平與穩
定的渴望，中央制定了香港國安法，並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
國者治港」原則。這些都是中央出於維護香港穩定的良好願望，
以及確保香港市民未來繼續享受繁榮，減少政治混亂造成的潛在
威脅。
「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何建宗梳理了在香港人和西方
人中流行的三大迷思，以此追溯過去一些對於香港定位，以及香港與
內地關係上的困惑的根源。他指出，第一個迷思是對西方「民主模
式」的推崇，視其為解決香港問題的「靈丹妙藥」；第二個迷思是過
度強調「兩制」相對於「一國」的「優越性」；第三個迷思是許多香
港政客對國家安全採取了「事不關己」的態度。
他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特區的最佳制度安排，對這個城市
和整個國家都有益。然而，「一國兩制」的精髓在於，香港的制度
不僅要「有異」於國家，還要「有益」於國家。他相信，這種微妙
的平衡可以在未來得到保持，為香港開啟新篇章提供堅實的基礎。
中西區區議員楊哲安表示，自2014年非法「佔中」起，他親眼目
睹反中亂港者通過選舉，把議會變為「馬戲團」，因此，香港完善
選舉制度完全有必要。
執業大律師俞卓君表示，她為香港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
豪。「香港是我的家、我的根、我的未來。一直都是，永遠都
是。最重要的是要記住，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香港將繼
續發展和完善，為視香港為家的人提供更好的服務。」

中企協新社聯合辦關愛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新界社團聯會昨日合辦「慶回歸 同攜手
開新篇、凝心聚力 關愛萬家系列活動啟
動禮」。活動上，新社聯獲中企協贊助
100 萬港元，支持新界地區為社會營造喜
慶氛圍，為基層市民送溫暖，傳遞祖國、
中企協對香港基層市民的關懷，與普羅市

民一起感受、分享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
的喜悅。
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長胡啟明，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副總裁曾燊典、總監許
偉，新界社團聯會副會長陶桂英，新界地
區抗疫連線暨新界社區共融連線名譽主席
余順輝等出席活動。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向新界社團聯會贊助 100
萬元支持開展活動。
受訪者供圖

線。
警務處助理處長（行動）處長呂錦豪表示，警方
完全明白有關保安措施、交通安排、臨時限飛區的
設立，會對市民造成不便。警方在確保安保行動有
序進行的大前提下作出平衡，希望市民能夠諒解及
支持。
呂錦豪強調，警方不容忍任何暴力或違法行為，更
加不會容忍安保行動受到干擾或破壞，如發現任何危
害生命財產、破壞公共安全及秩序的行為，必定會採
取果斷執法行動。

中銀香港資助故宮館門票惠基層

◆中銀香港啟動系列慶祝香港回歸 25 ◆工行駐港機構啟動「ONE ICBC 同心樂
受訪者供圖
周年活動。
受訪者供圖 共融」系列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多間在港
中資企業包括中銀香港、中國工商銀行
駐港機構等近日相繼啟動一系列關愛社
會活動，與基層社群共享香港回歸 25 年
的喜慶。
香港故宮館將於 7 月 2 日對公眾開放，
中銀香港將支持香港故宮館推出一系列
藝術文化活動，包括資助 3.3 萬張標準及
特別展覽門票予弱勢社群、資助《香港
故宮 SHOWTIME！》系列活動等，以

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工行駐港機構贈抗疫福袋
中國工商銀行駐港機構啟動「ONE
ICBC 同心樂共融」系列關愛活動。機
構代表近日到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進行
探訪，並捐贈愛心抗疫福袋，竭力為社
福機構及院舍提供適切支援，同時表達
回歸 25 年來對社會的持續責任擔當，與
各界「同心25年、攜手啟新篇」。

工聯康齡服務社向獨居長者派福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工聯會康
齡服務社在中國銀行（香港）贊助下，昨
日起一連4天為社區獨居長者、雙老及基
層家庭送上共 3,000 多個福袋，估計受惠
人數達4,000多人。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主席潘佩璆昨日聯
同中銀香港義工隊上門為約百戶家庭送
上福袋，內含食物及防疫包，希望可以
令市民尤其是長者在家中亦能感受到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5年的氣氛。
77 歲的獨居長者甜姐因身體原因沒有
打新冠疫苗，不能輕易出門。她說，福袋
內的物品幫助到自己好多，非常感謝及高
興服務社派發福袋，「平時都會出街做運
動，每日出門一兩次，現在很少出門，福

◆工聯會康齡服務社昨向基層家庭等派
發福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袋內的物品幫助很大，自己不用再出去買
這些物品。」在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之
際，她希望香港的明天愈來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