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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通過政策實踐習主席
「四點希望」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於 7月1日出席了慶祝香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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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了重要講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上表示，他和管治團
隊已就習主席的重要講話開展了跟進工作會議。
他會在政策中實踐並深化習主席所提出的「四點
希望」，政府將於施政中實踐，作為大方向和大
藍圖。
李家超在開場發言中表示， 習近平主席
於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
「一國兩制 」是經過實踐反覆檢驗，是一個好制
度，必須長期堅持，同時亦深刻闡述了「一國兩

制」實踐「四個必須」的寶貴經驗和基本規律。
習近平主席強調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主動對接國
家發展戰略、密切國際交流合作、積極穩妥推進改
革。這給予了香港各界和國際社會對「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極大信心。
他表示，習主席更對特區政府提出了「四點希
望」，「我感謝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對特區政府
施政意義重大。我和管治團隊已就主席的重要
講話開展了跟進工作會議，政府將於施政中實
踐，作為大方向和大藍圖。我的競選政綱中提出
的政策綱要，大體上符合主席提出『四點希
望』的方向，這使我很鼓舞。主席的講話高瞻
遠矚，意義重大，我會於政策中實踐並深化主席

所提出的『四點希望』。」

形容 15 個政策局為
「仔仔女女」
在答問會上，選委會界別議員劉智鵬要求李
家超展望一下，他在 5 年後會對哪一方面的成就
最感自豪時，李家超回應說，今屆特區政府有
15 個政策局，所有領域都涵蓋在這 15 個局的職
責當中，「我這 15 個『仔仔女女』，若我談某
一個局，別人就說我忽略了另一個局。」
他表示，身為行政長官，自己有一個獨特的角
色，就是雙負責制，要向中央政府負責和向香港
特區負責，「我的角色在憲制上和其他人比較是
增加了此角色。如果我能夠做好這個角色，我覺

得就是做好行政長官。」
李家超說，希望自己的 15 個「仔女」都能獨
當一面、展翅高飛、各司其職，「每個局長來
到立法會，大家都說：『雖然還是差一些，大
致上我都覺得你們做到成績。』這是我的夢
想。我更希望在『一國兩制』下，『一國』可
以更牢固、『兩制』可以更發揮其功效。」
他表示， 如果在 5 年後，自己最後一次在立
法會會見一眾議員，「而我撫心自問，我將
『一國兩制』推到更高的台階而符合憲法和基
本法的要求，這就是我覺得我作為行政長官應
該給我自己的責任。如果我做到，我就會覺得
安慰。」

特首倡每月舉行立會前廳交流會
問責官員與議員溝通 陳國基料雙方將更熟絡

新屆政府

為促進行政立法良性互動、實踐行政主導，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表

新作

示，建議每個月都在立法會舉行官員和議員的前
廳交流會，每次由一位司長或副司長帶領五六位
局長或相關官員到立法會前廳與議員交流及溝

通，令官員與議員建立緊密協作關係，更好地讓官員解說政策，及了解民情。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會見傳媒時表示，相信前廳交流會將令官員與議員更熟
絡，及加快溝通。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表示，立法會一定會繼續支持和監察特區政府
施政，與行政機關良性互動，合力做好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的「四個必須」和「四
點希望」，為廣大市民謀福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開場發言中表
示，為促進行政立法良性互動，他會實踐

行政主導，故建議每月在立法會舉行前廳交流
會，每次由一位司長或副司長帶領五位至六位局
長或相關官員到立法會前廳與議員交流及溝通，
增進認識及了解。
「例如政務司司長會帶領其轄下的五位至六
位局長出席，下月由財政司司長帶領，之後由
律政司司長帶領，下一次由政務司副司長帶
領，如此類推。我會以身作則，帶領第一次前
廳交流會，這次我會帶領三位司長、三位副司
長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一起到前廳與議員見
面交流。」他表示，交流會可設定或不設定議
題交流。
李家超表示，前廳交流會可以讓每一位政策局
的局長都能定期面對面與議員作恒常交流，令官
員與議員建立緊密協作關係，更好地讓官員解說
政策，亦更好地讓官員了解民情。
立法會議員的出席安排，他建議由立法會
決定。「我已初步和立法會主席談及我的建
議，我亦感謝梁主席有正面回應，如立法會
同意，特首辦主任會與立法會秘書處商討細
節。」

做好行政主導「愛國者治港」
「組合拳」
李家超表示，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的關鍵階
段，未來 5 年，香港要站在「愛國者治港」的
新歷史起點上急起直追。他說，理性的行政立
法關係扭轉了香港過往立法會長期「失焦」、
內耗及製造破壞的現象，「要做到由治及興，
政府和立法會要做好行政主導及『愛國者治
港』這個『組合拳』，既互相制衡亦互相配
合，積極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市民受惠更

多，感到更有希望和獲得更多實現自己夢想的
機遇。」
陳國基在會見傳媒時表示，相信前廳交流會將
令官員與議員更熟絡，「有時有些問題他們（議
員）詢問我們時可以很快捷，可以多些溝通，而
非每事都要在正式開會時才見面，我們主要目的
是這樣。」議員在會議上未必提問到的問題，亦
可在交流會中提出，官員可以盡量有多些時間解
答一些議員的提問。

梁君彥冀推動行政立法良性互動

◆ 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表示，建議每個月都在立法會前廳舉行官員和議員的交流會。

前廳劃分多區間「坐低傾」理想聚腳地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他很
高興李家超建議每月舉行前廳交流會，鼓勵官員與
議員面對面交流，建立緊密協作的關係，「我期望
前廳交流會可推動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踏上煥然一
新的台階，合力為香港的良政善治譜寫新篇章！ 」
他強調，立法會一定會繼續支持和監察特區政
府施政，與行政機關良性互動，合力做好習主席
強調的「四個必須」和「四點希望」，為廣大市
民謀福祉。

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
淑儀認為行政長官帶領部分官員每個月到立法會
舉行前廳交流會是好事，會比立法會「短問短
答」更好，大家可以更深入溝通下。
她建議，最好每次交流會前先定好當日想討論
的一兩個議題，如貧窮或人口政策，讓有興趣的
議員報名。她相信不能所有議員都出席每次會
議，如果想人人有機會深入討論，議員都要統籌
協調，相信這也能讓議員事前準備，令討論更聚
焦。當有突發的議題如停電或有議員想講地區議
題，也可以去討論。

認同KPI理念 冀各界公道看待公務員表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答問會上，立法會

他指出，世界競爭力年報及其他不同的獨立報告顯
示，香港特區政府的效率在世界排名數一數二，公務員
的貢獻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有時公務員的表現未符合
公眾期望，需要審視和思考是否與制度、系統、程序、
部門之間的協調能力有關，限制了公務員發揮自己能力
的機會。如果出現未符合市民期待的情況，必須檢視是
否系統性問題、部門之間不配合，是否需要高層官員介
入統籌。
李家超再次感謝立法會早前通過政府架構重組方案，
增設副司長有助提高政府高層領導及指揮能力，並表示
已要求管治班子和部門首長，在問題萌芽時就出來作指
導，分清權責和目標，提高公務員運作和執行效率，如
果某位公務員出現嚴重錯誤，特區政府會有制度處理。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昨
日 在 Facebook 發 帖 介
紹，會議廳前廳是立法
會綜合大樓最重要的設
施之一，屬議員專區。
他去年邀請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的學生協助秘書處活化前廳，改
善其室內設計和布局，將前廳劃分為多
個可讓官員與議員交流互動的區間，作
為大家「坐低傾」、促進行政立法良性
互動的理想聚腳地。
梁君彥透露，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當選
後第二天到立法會與他會面時，他即邀請李
家超參觀前廳，向他介紹前廳新布局的理
念。「我很高興今（昨）天李先生以行政長
官身份首次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便建議
每月舉行前廳交流會，鼓勵官員與議員面對
面交流，建立緊密協作的關係。……期望前
廳交流會可推動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動踏上煥
然一新的台階，合力為香港的良政善治譜寫
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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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東北議員李梓敬關注到公務員制度改革情況，期望
特區政府制定關鍵績效指標（KPI）。特區行政長官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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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超回應表示，他認同有關理念，但希望各界公道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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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表現。有時公務員表現未符合公眾期望，與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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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發揮自己能力的機會，應該就不同情況作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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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目的在於要確保知道任何工作項目的進度是否符合要
求，如果進度有偏差就可及早介入。不過，同時，他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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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會議廳前
廳是立法會綜
合大樓最重要
的設施之一。
視頻截圖
◀ 兩個隔音
電話亭。
視頻截圖

維護好國家安全 金融食物等領域皆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選委會界別議員葛珮帆關注政府會否檢
視不同部門的整體安全格局，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回應表示，政府一定會做好
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同時要擴展至不
同領域的安全系統，各部門要有應變措
施，處理突如其來的事件。有關的措施
有部分公開，有部分不公開，公開是
「為了讓大家安心」，不公開是「為了
不讓敵人知道」。
李家超表示，今屆政府其中一個目標
是奠定安穩基石，無論是金融安全、食
物安全、系統安全等都同樣重要。處理

安全問題涉及兩方面，一是法例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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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二是要提高不同領域安全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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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會盡快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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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要求有關部門要着眼效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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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即可動用某個百分比的公務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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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該機制要有速度，需要演練和公務
員個人技巧，在真正有需要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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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才能夠讓大家各司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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