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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提高治理水平 讓市民有信心
陳國基分享學習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三點啟示：信心、囑託、希望

黃大仙各界組建兩支宣傳大使隊伍，將組織

100場社區宣傳活動，向區內各市民推廣宣傳

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在昨日的活

動啟動禮上，25位青年及區內各界團體的110名社區宣傳大使亮相，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到場為活動集氣。陳國基表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帶給他三點啟示，即信心、囑託、希

望。作為「執行型」的特區政府，將勇於肩負起「香港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重任，

以結果為目標，特區政府將着力提高治理水平，善作善成，讓市民對特區政府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康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南區建設力量、
香港南區各界聯會以及南區民政事務處日前共同
主辦座談會，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及地區
人士等200多位與會者參加，一同學習國家主席
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內容，宣傳貫徹重要講話精
神。大家認為，習主席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四點
希望」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帶領社會各界
着力解決問題的重要錦囊，地區人士也要在地區
層面為市民排憂解難，讓發展成果惠及全港市
民。

張國鈞：「四點希望」是港努力方向
特區政府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在分享學習體會時表
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中提出的「四點希望」是香港未
來的發展方向，是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團結帶領社會各
界着力解決問題的重要錦囊。我們也能看到香港未來發
展機遇處處，一方面是把握國家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機
遇，包括國家「十四五」規劃、「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同時把握香港自身如「北部都會區」的發
展。
他說，習主席重要講話中亦多次提及基本法。社會法
治、公平的營商環境對社會秩序以及各個行業的發展都
極為重要，希望廣大市民支持特區政府的法治工作，令
大家能在公義的社會中安居樂業。

立法會議員陳學鋒、陳家珮、陸瀚民均表示，習主席
的重要講話與全體市民都息息相關，香港工商界、各界
人士也要與特區政府一起攜手建設香港，為人們的美好
生活而努力，做好民心回歸。
南區建設力量主席、香港南區各界聯會理事長陳南坡

指，大家應該積極行動，參與地區治理，在「增強治理
效能」上發揮優勢，切實提高服務水準，支持和配合特
區政府把握最大民心，在地區層面為市民排憂解難，讓
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市民，為建設繁榮穩
定、和諧美好新香港而共同努力。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王卉、南區民政事務專員鄭

港涌、南區區議員林玉珍、南區建設力量召集人朱立威
等出席座談會，並分享學習心得。

南區各界：讓發展成果惠及市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由香港廣州

南沙聯誼會舉辦的「慶祝香港回歸25周年
暨中華民族服裝大匯演」昨日在尖沙咀街坊
福利會會堂舉行。近百位香港青少年身着中
華民族傳統服飾，並向觀眾演繹民族特色，
主辦方冀更多香港青年通過認識中華民族豐
富的服飾文化、了解民族的特色文化，增強
民族自豪感。
是次活動由油尖旺民政事務處和夫子會協

辦。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中聯辦
社會工作部副部長周蔚、行政會議成員兼立
法會議員吳秋北、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余健
強等出席並主禮。

麥美娟：兩地可發揮協同效應
麥美娟致辭時表示，香港與廣州在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均被定義為大灣區的中心城
市，兩地之間加強合作能夠互惠互補，共享發
展，而中央政府上月公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
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她認為，香港
要把握時機，善用國際聯繫，並充分發揮互利共
贏的協同效應，為各行業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
間，為南沙、香港兩地人民帶來更多機遇。
香港廣州南沙聯誼會會長陳麗芳表示，今次活動

上有近百位青少年將身着中華民族傳統服飾，並向

觀眾展示，希望藉此促進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年人對
中華民族文化和歷史的了解。未來香港與南沙兩地
的來往將更加頻繁、關係更加密切，聯誼會亦會更
加團結愛國愛港力量，攜手同開新篇章。
在匯演中，香港青少年身着各式傳統服飾，觀

眾一邊聽着對各民族服飾的詳細解說，一邊欣賞
清新淡雅的「傣族姑娘」、靈動活潑的「苗族少
女」等，可謂是一場民族文化盛宴，這其中當然
少不了漢族，五千年文化源遠流長，香港青少年
對漢服的生動演繹亦讓觀眾連連喝彩。

民族服裝大匯演 助港青認識中華文化

◆黃大仙區各界組建宣傳大使隊伍，將舉辦100場活動推廣宣傳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昨日舉辦啟動
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南區各界人士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
會」日前舉行，張國鈞（左三）主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國基表示，正如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
辦主任夏寶龍在上星期一的專題研討會上說，

習主席的重要講話貫通歷史、現實和未來，揭示規
律、方向和大勢，更重要的是科學回答了全面準確貫
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推進
新時代「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陳國基用三個詞語與大家分享習主席的重要講話對
港人的啟示：
第一個詞語是信心。習主席明確指出香港在國家改
革開放中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更充分肯定香港回歸
祖國後在「一國兩制」實踐取得成功，並且在不同範
疇取得成就。習主席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一個經
過實踐反覆檢驗的好制度，沒有理由改變，必須長期
堅持，增強了大家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也讓廣大
市民、企業和投資者增強對香港發展前景的信心。
第二個詞語是囑咐。即是習主席囑咐香港廣大市民
認識和跟隨的「四個必須」，以確保「一國兩制」行

穩致遠、準確落實。總括來說，「一國」原則愈堅
固，「兩制」優勢愈彰顯，香港市民的福祉才會獲得
更好保障，大家才能安居樂業。
第三個詞語是希望。即是習主席提出作為本屆政府
施政方向、行動指南的「四點希望」。本屆政府作為
「執行型」的政府，會勇於肩負起香港的當家人和第
一責任人的重任，以結果為目標。我們會着力提高治
理水平，敢於擔當、善作善成，因為這樣做才會讓市
民對政府有信心，政府管治才會有效；我們會不斷增
強發展動能，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與世界各地拓
展交流合作、積極穩妥推進改革創新，為香港未來經
濟發展方向創新思維，持續提升競爭力；我們會切實
排解民生憂難，以回應習主席所提到老百姓的不同期
盼。

地區愛國愛港力量不可或缺
陳國基表示，當中，地區的愛國愛港力量不可或

缺。希望大家就政府施政提出意見，讓我們集思廣

益，令各項政策舉措更能切合社會的需要。
他還表示，習主席的重要講話亦特別提到青年發展

這個問題，指出「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
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今日的啟
動禮還讓大家一同見證黃大仙區各界成功組織了29位
青年宣傳大使和超過100位社區宣傳大使，他們將向
地區各階層傳揚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為建設祖國、
建設香港貢獻自己的力量。
黃大仙各界組建兩支宣傳大使隊伍，將組織100場社

區宣傳活動，向區內各市民推廣宣傳國家主席習近平七
一重要講話精神。在昨日的活動啟動禮上，25位青年及

區內各界團體的110名社區宣傳大使亮相，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到場為活動集氣，他表示，特區政府將勇於肩負起
「香港當家人」和「第一責任人」的重任，也會團結地區
的愛國愛港力量，共同維護和諧穩定。
是次活動由黃大仙民政事務處、九龍社團聯會黃大

仙地區委員會等團體共同主辦，包括民建聯黃大仙支
部、工聯會黃大仙地區服務處在內的多個地區組織團
體合辦。據悉，由黃大仙各界青年及團體組成的兩支
社區宣傳大使隊伍將在7至8月期間，在黃大仙區內舉
行25場街頭宣傳、25場展覽、25場講座及25場社區
分享，推廣習主席重要講話精神。

◆香港青少年身穿各式民族服飾，向觀眾展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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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參觀香港故宮文
化博物館，並在社交媒體表示，本屆特區
政府銳意將香港打造成文化之都，並積極
推動創意經濟。香港故宮館是國家支持香
港發揮獨特優勢的具體體現，亦顯示了香
港講好中國故事的獨特價值所在。特區政
府有必要充分發揮香港東西文化交匯的獨
特文化優勢，善用香港故宮館、西九文化
區等特有文化平台，把香港打造成粵港澳
大灣區文化樞紐，加快發展香港成為中外
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增添香港國際都會的
魅力，並推動香港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為
香港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香港故宮館自7月2日開放以來，備受
香港市民追捧，已顯露出大灣區最受矚目
文化地標的獨特吸引力。除了北京之外，
內地任何城市都沒有故宮文化博物館，香
港故宮館的建立，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的
重視、支持。香港故宮館開幕，北京故宮
博物院借出「行書摹蘭亭序帖卷」、《洛
神賦圖》（北宋摹本）等近千件珍貴文
物，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自 1925 年創立以
來最大規模的藏品出境外借，中央全力支
持香港文化發展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香
港故宮館彰顯了香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更增強了香港建設好中外文
化交流中心的自信與力量。

香港與紐約、倫敦並列為世界三大金
融中心，紐約、倫敦同時也是國際文化中
心，擁有享譽全球的文化博物館，長年舉

辦歷久不衰的文藝表演。國家「十四五」
規劃中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香港責無旁貸要善用香港故
宮館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資源，並利用
香港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優勢，向世界展現
中華民族源遠流長、傳承不息的精神面
貌，以文化為媒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正
如行政長官李家超所指，「香港故宮」以
故宮為本，立足香港，以當代及全球視野
講述中國文化歷史的故事，是促進中西文
化交流的矚目焦點。這番話正正道出了香
港故宮館的戰略角色，抓住了增強香港軟
實力和獨特優勢的關鍵所在。

毫無疑問，發揮好香港故宮館等平台
的獨特魅力，帶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香
港就能緊貼世界潮流所趨，助推經濟結構
多元化轉型升級。內地還原北宋名畫《千
里江山圖》的舞劇《只此青綠》驚豔神
州，成為故宮文創產品廣受歡迎的又一成
功例子。特區政府應充分借鑒內地和國外
發展文創產業的成功經驗，制定切合香港
定位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積極推動科技
與文化結合，打造香港經濟新增長點；特
區政府還要將香港故宮館、M+視覺文化
博物館、戲曲中心等本港藝術館、表演場
地的文化資源充分調動起來，帶動香港成
為國家級文物及藝術品全國首選的展出
地，以及全國首選的表演藝術文化旅遊中
心，讓香港這顆東方之珠煥發更加迷人的
風采。

發揮香港文化獨特優勢前景亮麗
本港人口老化，安老宿位供不應求，特區政

府2013年曾推出「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
劃」，旨在善用土地發展安老院舍和康復設
施，並承諾以「特事特辦」方式處理院舍項目
的申請。香港文匯報的調查發現，計劃推行至
今9年，僅6個參與項目落成並投入服務，其餘
44 項仍處於走程序階段。該計劃目的初衷良
好，可惜在具體落實中未能擺脫按部就班、審
批冗長的流弊。如今新一屆特區政府強調施政
「以結果為目標」，強調簡化審批程序、提升
施政效率，讓人看到加快增建社福設施的曙
光，希望相關主責部門真抓實幹，有針對性地
解決阻礙快速增建安老院舍的難點痛點，切實
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

政府在2013年推出「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
別計劃」，鼓勵非牟利機構在其擁有的土地上透
過擴建、重建或新發展項目增加包括安老宿位在
內的各類福利設施，計劃最終有50個項目獲准
參與，預計可增加 9,000 個安老服務名額及約
8,000個康復服務名額，增幅之多，曾令社福界
及輪候宿位的長者熱切期盼。然而9年過去，僅
有6個項目完成，只新增200多個安老宿位；另
外44個項目仍處於建築工程、詳細設計、技術
可行性研究，甚至是尚未啓動研究的階段。

有申請計劃的非牟利機構反映，由於興建安
老院舍涉及電力、環保及交通等範疇，牽涉建
築署、地政總署及社署等部門，需經重重審
批，9年來項目一直在不同政府部門遊走，至今
未能正式動工。本港安老院舍宿位嚴重不足，
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會議中，勞福局回覆議員

提問時表示，截至去年12月底，各類資助安老
宿位上年度平均輪候情況與往年相若，輪候時
間為20個月，按年增加5.3%。連續兩年有超過
7,000名長者在輪候資助護理安老院期間離世。
第五波疫情期間院舍更成重災區，凸顯增加院
舍宿位、提升安老服務質素刻不容緩。

習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講話指出，「當前，香
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
房子住得更寬敞一些、創業的機會更多一些、
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紀大了得到的照顧更
好一些」「新一屆特別行政區政府要務實有
為、不負人民，把全社會特別是普通市民的期
盼作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
更有效的舉措破難而進，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惠及全體市民」。行政長官李家超一再強
調，施政以「以結果為目標」，會從政府理念
和做事方法作出變革，提升施政效率。特區政
府已成立4個工作小組，由司長級官員帶領，
處理跨代貧窮及土地房屋等問題，已要求各司
局長在政策範圍就指定項目訂下指標，並在出
現問題時加以糾正。

鼓勵非牟利機構善用土地、增建院舍的計劃
同樣受冗長審批程序阻礙而進展緩慢，社會希
望新一屆政府切實簡化土地規劃、審批程序，
重新審視計劃餘下的 44 個項目，如果值得做
的，應該馬上精簡審批，消除疊床架屋毛病，
並協助非牟利機構加快增建院舍流程，達到提
速、提效及提量的效果，盡快惠及更多長者、
傷殘人士等弱勢社群，用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效
回應民眾期盼。

切實簡化審批程序 加快增建社福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