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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新班子開工 人人全力以赴
承諾在各自政策範疇為港未來發展努力

7 月 1 日宣誓就任後，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
長官李家超及特區第六屆政府各司局長連日來
不論假期、無論風雨，迅速展開了各自政策範疇工
作。昨日是首個「正式工作天」，李家超乘坐掛有區
徽的座駕，於上午近8時半離開何文田住所，其間向在
場等候的傳媒揮手，座駕之後駛入政府總部。新一屆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昨日亦舉行了簡介會議。政務司司
長陳國基發帖表示，他會統籌和督導各政策局，全面
細緻地做好有關政策措施的制訂及推行工作，又強調
身為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責無旁貸，定當全力以
赴，帶領我們的執行團隊做好各項政策落實工作，絕
不辜負習近平主席親臨香港發表重要講話的囑託和指

▲ 李家超日前與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層舉行
第一次內部會議。
李家超微博圖片

示。一眾新任主要官員亦表示，將與同事上下齊心、
全力以赴，在各自政策範疇為香港未來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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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昨日乘坐掛有區徽的座駕前往政總
上班。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濬文

陳國基：做好青年教育工作
陳國基前晚在其社交平台發帖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指示香港
特區新一屆政府必須「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包括住房、教育
等。作為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他一定會統籌和督導各政策局，
全面細緻地做好有關政策措施的制訂及推行工作。習主席亦特別
重視青年人的工作，他也會做好有關的教育工作，讓他們認識國
家、認同國家和愛護國家。「青年人是香港的未來，是否有良好
的培育，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決定性作用。」
他表示，習主席在香港疫情仍然反覆之際親臨香港視察，對香
港的親切關心和殷切愛護實在無微不至，「他在港短短兩天的行
程中，抽空視察香港科學園，而夫人（彭麗媛）亦到訪西九文化
區戲曲中心，正反映了主席對香港創科和文化發展的重視。作為
政務司司長，我一定全力做好拓展有關領域的工作。」
陳國基強調，作為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責無旁貸，定當全
力以赴，帶領我們的執行團隊做好各項政策落實工作，絕不辜負
習主席親臨香港的囑託和指引。

卓永興：敢於擔當 敢於攻堅
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昨日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時表示，日前與
特首李家超舉行了數小時的會議，討論了多項重要事項，包括如
何正確理解、落實習主席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作為政務
司副司長，他將會以敢於擔當、敢於攻堅的精神，與問責團隊、
公務員同事一起努力，共同建設更美好的香港。

張國鈞：攜手促進法治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昨日在其社交平台發帖，指在首個正式工
作天，他在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的帶領下與各科同事會面，深入了
解大家工作上面對的挑戰，以更好規劃律政司未來工作方向。
張國鈞表示，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和核心價值，律政司
工作尤其繁重，他定必全力支持律政司司長工作，與律政司上
下，並肩攜手促進法治和司法公義，加強社會對法治的了解，並
提升和推廣香港作為法律、促成交易及爭議解決服務的國際法律
樞紐。

丘應樺：締造方便營商環境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面對
地緣政治及多變的經貿環境，香港必須增強發展動能，保持在
「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才能走得更高更遠。該局會
按國家「十四五」規劃，致力提升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地位，
協助業界在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及「一帶一路」開拓市場，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締造方便營商的環境。

蔡若蓮：讓孩子們有更好教育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在社交平台發文，表示昨日是自己首天
以局長的身份到政府總部工作，強調會與團隊同心協力，竭盡所
能，為教育及莘莘學子服務，又透露整天的工作如常繁忙，包括
主持多個工作會議，與同事商討和規劃未來的工作，盼望能夠有
序相繼落實，完善教育政策和服務，讓孩子們有更好的教育。

麥美娟：首要落實政綱工作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昨日在政府總部會見傳媒時表
示，上任之後首要落實行政長官在競選政綱提出的幾項工作，包
括制定青年發展藍圖，成立地區服務關愛隊，以及局內其他恒常
工作。上班的首個工作日，她會與團隊開會，討論未來的工作計
劃。

楊何蓓茵致函公僕：同為香港譜新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昨日為新一屆
特區政府管治班子首個「正式工作天」，公務員
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向全體公務員發出第一封

信。她在信中表示，香港過去數年經歷了各種衝
擊，公務員團隊亦承受了不少壓力和批評，但她
深信公務員團隊高效廉潔，值得信賴而且熱愛香
港。她希望公務員團隊共同為香港的未來而努
力，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為香港譜寫新篇，
「不但是每一個公務員的責任，也是應盡的義
務。」

落實
「一國兩制」
是責任和義務

◆ 楊何蓓茵昨日向全體公務員發出第一封信，
希望公務員團隊共同為香港的未來而努力。

楊何蓓茵在信中指出，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
港發表的重要講話中提出「四個必須」，並對新
一屆特區政府提出四點希望。公務員隊伍是香港
特區政府的骨幹，負責推行政府的政策措施，為
市民提供各種服務，直接影響政府的施政成效。
「香港 18 萬公務員同時是香港社會的重要持份

者，也是香港這個家的一分子。因此，共同為香
港的未來而努力，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為香
港譜寫新篇，不但是每一個公務員的責任，也是
應盡的義務。」
她希望公務員本着團隊精神，以結果為目
標，更精準、更務實、更主動，為市民提供優
質的公共服務，着力提高治理水平。除了虛心
聆聽各界對公務員管理的意見外，她亦會加強
與公務員同事的溝通，從而提升工作成效。此
外，公務員學院於去年年底正式成立，通過加
強培訓，相信公務員會更能掌握形勢，緊貼民
情。
楊何蓓茵表示，期待與各位同事一起努力，加
強公務員的團隊文化，支持特區行政長官施政，
為香港謀福祉，為祖國作貢獻。

盧寵茂冀市民七夕可北上團聚
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
盧寵茂昨日發表網誌，定下
「捨鵲橋用大橋」的目標，
以回應社會對兩地放寬通關
安排的期盼。他透露，早前
「健康驛站」每日約有 1,300
個名額供不應求的問題，經溝通後，深圳已將
名額由原來的 1,300 個增至 2,000 個，短期內更
會再增加名額，及完善「驛站」的預約安排。
他期望今年七夕（8 月 4 日）疫情受控，在港深
聯手合作下，讓更多有需要的市民可以返回內
地與家人團聚。
盧寵茂昨日在網誌表示，自從上月 19 日國務
院公布其任命後，有不少市民、議員和團體等
通過電郵、微信、WhatsApp 或視像會議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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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達對醫療衞生政策、抗疫措施等的看法和
意見，其中大家最關心的當然是與內地放寬通
關的問題。
他直言，自己之前經常要往返香港、內地，明
白自新冠疫情爆發後往返兩地所遇到的困難。他
亦多次親自嘗試到內地「健康驛站」網頁預訂深
圳的檢疫酒店，感受到其火速爆滿的情況，深深
明白市民的熱切期望，「除了公務、上班、上學
外，有不少家庭正面對內地家中長幼無人照顧、
夫妻分離、子女日漸疏離等的家庭問題。」

完善
「驛站」
安排 打擊炒賣活動
盧寵茂指出，深圳作為國家的南大門，必須保
障深港客貨流通，又要確保疫情防控，守好南面
的防疫通道，而當地的出入境人數流量亦相當

公僕團隊：
致力協助落實「愛國者治港」

大。就早前「健康驛站」每日約有1,300個名額供
不應求的問題，他表示在經過溝通後，深圳已積
極處理有關問題，將名額已由原來的1,300個增至
2,000個、限制每個IP賬號只能預訂一個號，「短
期內更會提升名額及以更公平、公正、公開的方
法，完善『驛站』的預約安排；打擊非法炒賣活
動；關閉懷疑涉及炒賣的帳（賬）號等。」
特區政府亦會加強控疫。盧寵茂強調，控制
本港疫情、減低社區感染是加大跨境流通及通
關的最重要元素。「今年的七夕節在西曆 8 月 4
日，我期望疫情能受控，加上港深聯手合作，
希望更多需要返回內地與家人團聚的市民，無
需像牛郎織女般等待到七夕鵲橋相會，可以提
早經深圳灣大橋進深圳與家人團團圓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吉 祥 物 集 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國家行政學院香港同學會及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昨日發表聯合聲
明，感謝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來港視察，與香港市民同賀香港回歸祖國
25周年這件大喜事，並為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班子就職進行監誓，充分
展現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對香港市民的關心，對完善選舉制度後新一屆
特區政府的支持，將香港社會各界的凝聚力提升到新的高度。
4 個公務員團體指出，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我們衷心感
謝習近平主席在這關鍵時刻親自為香港指引出光明大道，我們會認真學
習、宣傳，及貫徹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繼續全力支持特區政
府依法有效施政，致力協助特區政府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達至良
政善治，積極發揮自身所長，貢獻國家所需。」

隨着特區政府架構重組，由前身
環境局改組而成的環境及生態局亦
擴大職能範疇，涵蓋環境衞生、食
物安全、漁農和禽畜公共衞生等政
策，以及天文台的內務管理，並成
立了新的社交網站專頁。多個吉祥
物亦率先與公眾見面，包括天文台
「度天隊長」、食環署「清潔龍阿
德」、漁護署「B 仔」、食物安全
中心「食安仔」「食安妹妹」，及
環保署「大嘥鬼」 「慳 BB」。
「清潔龍阿德」更搞笑留言謂︰
「要組團出道了！」
圖︰環境及生態局社交平台圖片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民建聯慶 30 周年 新書梳理奮鬥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為慶祝成立 30 周
年，民建聯將舉辦一系列活動，包括推出了兩本新
書 ， 分別 名 為 《 正 道 民 建 聯 三 十 年 》 及 《 灣 區
匯》。市民亦可於 7 月下旬透過微信小程序，參加關
於民建聯的有獎問答遊戲，獎品總值逾7萬元。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民建聯副主席兼 30 周年會慶籌
備委員會主席陳勇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正道 民
建聯三十年》由資深傳媒人齊禧慶執筆，梳理了民建
聯 30 年來的資料，翔實記載民建聯艱辛奮鬥的歷程。
全書共有 24.5 萬字、300 多張珍貴相片及 50 多則小故
事。《灣區匯》一書為民建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小組

發布的 8 份建議書和報告，連同民建聯在全國「兩
會」的提案和建議結集成書，內容涉及民生、經濟和
科技發展等範疇，希望拋磚引玉，為社會各界提供良
性討論基礎。

「周年宣言」
小冊子全港派發
民建聯還將其「30 周年宣言」印製成 70 多萬份小冊
子在全港各區派發，希望更多市民了解民建聯為香港
整體利益及為民族復興繼續打拚的決心；製作紀念章
及推出第二代「建仔」作為官方吉祥物；於本月 10 日
民建聯生日當天，推出專為 30 周年會慶而製作的手機

網頁，介紹民建聯6個發展階段。
陳勇又介紹，市民可於本月下旬透過微信小程序參
加有獎問答遊戲，只要答中 5 條題目就可以獲獎，獎
品包括3,000份電子現金券等。他更提示，所有問題的
答案都可以在兩本新書中找到。民建聯還會舉行一系
列講座及高端論壇，期望帶動社會各界集思廣益，為
香港、大灣區以至國家的發展出謀獻策。
最後，記者會上首播了民建聯的新歌《前
進》，該歌曲由知名音樂人鍾鎮濤作曲及監製 ，
杜自持編曲及盧永強填詞，曲調節奏明快，歌詞
積極勵志。

◆ 李慧琼（右）、陳勇（左）昨日在記者會上介紹民
建聯30周年慶祝活動及兩本新書的詳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