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預料下屆立法會會期完成
林鄭月娥表示，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

政治衝擊，出現了危害國家安全的極大風險。中央
始終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持 「一國兩制」原
則，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及時扭轉香港的亂局，
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確保 「愛國者治港」。過程
中，中央堅守對 「一國兩制」的初心；她以行政長
官身份深度參與過去兩年的有關工作，對此有深刻
體會。任何誣衊中央這兩大舉措是破壞 「一國兩
制」，都是無稽之談，都會不攻自破。

政府計劃就基本法23條展開立法工作，社會關注落
實時間表。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公眾諮詢目前未有時
間表。雖然香港國安法已就顛覆及分裂兩罪立法，但
23條立法同時會審視國安法就這兩個控罪是否足夠，
按實際需要考慮在本地立法中是否增加新控罪。對於
政府計劃訂立網絡安全法，規管重要基建的營運商，
消息人士指出，如果違反其網絡安全責任或發生事

故，可能會罰款，但強調措施並非規管網上內容。

處理假新聞及網絡安全等議題
林鄭續說，自香港國安法在去年6月30日頒布實

施以來，由她擔任主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委員會和相關執行部門，在中央指派的國家安
全事務顧問指導和中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配合下，
履職盡責，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
行為和活動。但要做到全面保障國家安全，特區政
府還有大量要做的工作，當中包括積極推展基本法
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

林鄭月娥介紹，保安局局長正參考過往的研究和
資料、香港國安法的執行經驗及法庭相關裁決，根
據香港實際情況，制訂有效和務實的方案和條文，
並擬備有效的宣傳計劃，不讓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
乘，蠱惑人心。當局也會檢視或激活現有法例，確
保執行部門維護國安有法可用、執法必嚴、違法必
究。立法會已完成審議《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

例草案》，下一步會處理假新聞、網絡安全等議
題，政務司司長將會統籌相關工作。

加強推廣國家安全教育
她提到，政府會加緊防範恐怖活動，就國家安全

事宜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積極加強宣
傳、指導、監督和管理措施。教育局局長已要求學
校擬訂和推行維護國家安全教育的計劃，而6支紀
律部隊和2支輔助部隊均會參與培育青少年正向思
維和守法意識的工作。另外，政府會進一步落實香
港國安法第6條和經修訂的本地法例對選舉委員會
委員等公職人員的宣誓要求。

為貫徹實行新選舉制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與
選舉管理委員會緊密合作，確保第7屆立法會選舉
和第6屆行政長官選舉依法公平、公開、誠實地舉
行，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當局會完善投票安
排和推動優化措施，包括研究如何讓身處內地的香
港選民在立法會選舉行使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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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積極推展23條立法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

報道：在香港國安法和 「愛國
者治港」 的保駕護航下，香港
已回到 「一國兩制」 的正確軌
道，社會亦已恢復正常。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政府
會推行連串工作，全面保障國
家安全，包括積極推展基本法
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檢視
現有法律讓執行部門有法可
用，以及加強憲法、基本法、
香港國安法公眾教育等。政府
消息人士表示，政府會就23條
立法進行諮詢，預料在下屆立
法會會期內完成立法。

新聞重要

倡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歡迎新一
份施政報告內
容，政府雖然

已提出改組部分政
策局，但她仍會繼續爭取設立 「發展及改革政策
組」 ，加強與國家資源對接，政府要適度擴大問
責制以監督官員表現。

李慧

認同重組政
策局安排，特別
是擴大創新及科技
局為創新科技及工
業局，相信可有利於推動 「工業4.0」 ，將
研究的新科技推出、落地。

民建聯主席

自由黨黨魁

各界
回應

要求公務
員團隊改變以
往 「升級靠排

隊 」 的原則，按
「能者居之」 的原則進行選拔聘任，有助於招攬

更多更專業人才加入政府服務市民。在政策局改
組方面，立法會早有共識，樂見特首接納，將有
助於聚焦文化、青年、地區的發展。

葉劉淑儀

柯創盛

運輸及房屋
局負責市民生活
重中之重的政策，
但過往因為處理事
件的優先次序，很多市民訴求都未落實到位，已
無法適應時代的改變。房屋和運輸獨立成局，體
現特區政府主動有為、積極承擔房屋問題的挑
戰；房屋局可以有效掌控土地供應的安排，更準
確回應社會訴求。

新民黨主席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在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重組政府架構，包括分
拆運輸及房屋局、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等，以切
合施政重點和社會期望。現屆政府會諮詢各界意
見，準備詳細方案，供下屆政府考慮執行。林鄭月
娥希望，新一屆立法會組成後，可馬上就重組政府
架構展開討論。

施政報告建議，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統整目
前分散於民政事務局的文化事務和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的創意產業和旅遊，推進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

建議分拆運房局擴創科局
施政報告提出分拆運輸及房屋局，讓運輸和房屋

兩大政策範疇獲更專注的高層領導。政府會研究分
拆後的房屋局和負責土地發展和工務的發展局有否
理順的空間，以加快房屋用地供應。新設的運輸局
則專注處理運輸基建、公共交通服務和交通管理事
宜，同時更促進物流業發展，並鞏固及提升香港國
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另外，創新及科技局會擴大為創新科技及工業
局，改變香港 「工業式微」的觀感，並凸顯由創科
推動本港再工業化的發展。民政事務局則重組為青
年及地區事務局，加強以地區為本的方法解決市民
日常關心的地區問題，及為促進及支持青年發展提
供一站式平台。

施政報告又提及提升政府發放信息和對外解說的
能力，林鄭月娥表示，已要求各司局長在政府新聞
處處長及其團隊配合下，更注重發放信息和解釋政
策的工作。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公務員隊伍是
特區政府的骨幹，肩負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責
任，並於早前已全部完成宣誓或簽署聲明，擁護基
本法，效忠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出，須
增強公務員對憲法和基本法的了解、鞏固他們的國
家觀念和加深他們的大局意識，以裝備他們在履行
職務時，自覺維護國家安全，現已將香港國安法加
入公務人員的入職培訓，並持續加強現職人員對特
區憲制秩序有更好的掌握。

全速推展公務員學院建設
林鄭月娥表示，臨時的公務員學院會在今年底成

立，學院院長將於明年到位，公務員事務局將建立
更有系統的培訓架構，亦會安排更多中高級公務員
到內地參與國家事務研習課程或專題考察團。局方
亦會全速推展選址在觀塘的公務員學院建設，進一
步加大培訓力度，並在公務員忠誠上嚴格把關。

林鄭月娥表示，期盼在完善選舉制度後，更多有
抱負、有能力、有擔當的愛國愛港人士願意加入管
治團隊，接受挑戰，為香港、為國家作出貢獻。她

說，首長級公務員，包括屬公務員中最核心、最高
級別的常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也是特區施政成效
的關鍵。她已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按照 「能者居
之」的原則，在未來數月檢視現時公務員高層職位
的選拔聘任機制，務求把最有遠見和能力的官員放
在最適合的位置。

她續指，在公營部門人力配置方面，鼓勵同事在某
些特定範疇扮演 「倡導者」的角色，而設立專職專責
的專員職位也漸見成效，例如文物保育專員、體育專
員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等。特設專員職位也可凸
顯政府對該政策範疇的重視和避免政出多門或求助無
門的不理想情況。她已提議各局長可多以專員職位推
動相關工作，例如設立兒童事務專員和海濱事務專
員，應有助勞工及福利局和發展局在政府內外分別推
動保護兒童和美化維港海濱的工作。

本年度立法會工作成果豐碩
此外，政府亦會加強行政與立法關係。林鄭月娥

表示，確保 「愛國者治港」是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
核心，但同時亦有助切實提升特區管治效能。作為

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 「雙首長」，行政
長官是香港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
第一責任人；特區奉行的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直
接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行政主導體制。

從實際操作上，林鄭月娥認為行政主導和行政機
關與立法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並無矛盾，只是
過去一段時間立法會出現了極端政治生態， 「拉
布」、 「攬炒」等嚴重破壞政府與立法會應良性互
動的關係，窒礙有利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立
法和撥款工作。自從去年 11 月那批 「為反對而反
對」的議員離開議會後，本年度的立法會可說是成
果豐碩，將一共通過46條條例草案和審批超過3200
億元撥款，確切履行立法會的憲制職權。

第7屆立法會會期將於明年1月1日開始，在完善
選舉制度下，90位來自不同界別、符合 「愛國者治
港」的議員將負起監督政府的功能。為了加強行政
與立法關係，林鄭月娥昨日公布特區政府疏理出的
40項立法建議，以供社會早日討論，讓立法會可更
好擔當反映民意的角色。各司局長亦會加強與議員
在議會內及議會外的溝通，務求達致良政善治。

鍾國斌

檢視公務員高層職位選聘機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表示，要全面準確落實 「一國兩制」，必
須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
會繼續以多元的手法推動基本法公眾宣傳和教育，
而律政司司長正計劃在明年4月舉辦有關基本法的

會議，並出版名為《〈基本法〉：起草資料選材及
重要案例》的刊物。而在學校教育層面，中學四年
級自本學年起推行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為了讓該科
教師掌握行政長官在 「一國兩制」下的憲制地位和
職權，她擬親自為有興趣的老師上一堂課。

至於公眾教育，則需要有更多渠道。林鄭月娥表
示，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應當積極參與推廣
憲法和基本法的工作，以履行《香港電台約章》中
港台所肩負的公共目的及使命，包括增加巿民對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情況的認識和培養巿民對

公民及國民身份認同。她已就此對廣播處長提出明
確要求。

教局將訂教師專業操守指引
施政報告附篇中提到，為加強教師專業操守和培

訓，具體措施包括由2022/23學年起，公營學校新

聘教師必須通過基本法測試(BLT)，方獲聘用。政
府消息人士表示，新增聘用條件為確保教師對基本
法有正確認識，教育局會與公務員事務局商討，參
考現時為公務員而設、每年兩度基本法測試，如果
教師不合格亦可重考，相關考核形式、達標準仍在
擬訂。消息人士預料，至少涵蓋每年約數千名新入
職教師，以及轉校教師。

教育局亦將就教師專業操守提供清晰的指引和示
例。政府消息指，局方早前已公布3名違反專業操
守而遭取消資格(DQ)的教師案例。新指引目標於本
學年推出，由教育局自行制訂，包括在不洩露個人
私隱的前提下列出或綜合相關違規教師個案，冀讓
業界更清晰知道當局對教師操守的期望。

此外，施政報告亦提及，教育局會加強為新入職
教師、在職教師、擬晉升教師、校長、校監和校董
提供憲法、基本法及國家安全教育的培訓。

明年起新聘公營校教師測試基本法

政策
摘要

※落實基本法第23條的本地立法工作，

以維護國家安全。

※加強反恐準備和應對能力。

※加強學校、社會和公務員的憲法、基

本法和香港國安法公眾教育。

※推展宣誓安排至更多公職人員。

※嚴格依照經完善的選舉制度，在公

平、公開和誠實的情況下進行第7屆立法

會選舉和第6屆行政長官選舉。

※檢討政策局架構，以應付新挑戰。

※檢討現時公務員高層職位的選拔及聘

任機制，確保 「能者居之」 。

※設立專員職位，專責提供政策指引和

全面統籌。

※率先公布40項立法建議，以便公眾早

日討論。

※更加有效發放政府信息。

提升管治效能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立法會發表她任期內的第五份施政報告。 記者 崔俊良攝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與教育界會面，介紹施政報告。

完善「一國兩制」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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