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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今年是建設年發展年喜慶年

港府冀與立法會良性溝通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
報道：第七屆立法會 4 年的任
期自 1 月 1 日開始。政務司司
長李家超昨日發表網誌強調，
他連同一眾司局長都期待與新
一屆立法會議員共同為建設香
港作出貢獻。李家超形容今年
是建設年、發展年，也是喜慶
年，政府會繼續強化香港國際
大都會地位，積極向海外拓
展，與世界接軌，鞏固香港成
為聯繫世界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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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明日宣誓
李家超在網誌中表示，2021 年雖然仍然受到新冠疫
情困擾，但香港整體活動正常，經濟穩步復蘇，更重
要的是社會恢復安全和穩定。他說，香港國安法築起
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 「護城牆」，完善選舉制度落
實了 「愛國者治港」原則，回到 「一國兩制」的正確
軌道，香港由破壞年代進入建設年代。90 位新一屆立
法會議員將於 1 月 3 日進行宣誓儀式，他連同全體司
局長期待與他們保持良性溝通與合作。
第七屆立法會任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開始，任期 4
年。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將於 1 月 3 日上午在立法會
綜合大樓會議廳舉行，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議員監
誓。1 月 12 日，立法會將舉行首次會議。

逾百慶回歸活動遍布全球
李家超指出，國家永遠是香港最強大和最可靠的後
盾，只要能用好中央支持特區的政策，香港未來前景
一片光明。未來一年，政府會繼續努力提升自身的競
爭力，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的優勢，積極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機
遇，把香港發展得更好，讓香港再創高峰；亦會繼續
強化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積極向海外拓展，
與世界接軌，鞏固香港成為聯繫世界的通道，提升香
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角色。

陳茂波料今年
經濟好過去年

陳茂波預計去年本港經濟增長達 6.4%。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昨日表示，雖然香港未來面對不少挑戰，但有信心
香港經濟仍有增長，相信今年會比去年更好，對本港
未來發展有信心，預計去年本港經濟增長達 6.4%。今
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他認為在新階段要謀新
發展，相信新一年會有新氣象。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昨日舉行 「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
年暨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成立 88 周年慶祝活動」。陳
茂波致辭時表示，香港順利完成兩場選舉，落實 「愛
國者治港」，鞏固行政主導運作，讓香港在 「一國兩
制」正確軌道前行。他又說，國家對內外形勢發展都
有具系統的理論支撐及準確研判，加上有制度優勢及
文化自信，令他對香港的未來充滿信心。他說，本港
正迎來良政善治好開始，提速發展的好時機，政府會
與新一屆立法會合作，破解深層次問題。他提到各界
關注本港疫情變化，希望做到 「動態清零」，因為關
乎市民健康、通關及經濟復蘇。
陳茂波續指，去年下半年經濟持續復蘇，本港的消
費市道好轉，估計去年全年的經濟增長達到 6.4%，結
束過去兩年經濟萎縮的狀況。不過，縱觀內外情況，
他相信本港面臨挑戰不小，但仍有信心經濟將持續向
好。
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致辭時表示，香港回歸 25 年來，
不論在基建規劃、經濟、民生、競爭力、政制發展等
方面，都做出亮麗的成績，期間雖曾有過迷失，但最
終都能在 「一國兩制」的實踐和不斷完善的過程中跨
越種種困難。他指，廠商會未來將堅守積極推動工商
業和經濟發展的宗旨，以香港福祉為依歸，創造可持
續發展以及和諧的社會。適逢今年是廠商會創會的 88
周年，將會舉辦一系列慶祝活動，包括舉辦國際論
壇、工展會牌樓概念設計比賽、足球比賽、賽馬盃
等。

廣東省每份零售 4 元人民幣

叩鐘祈福
2022年1月1日凌晨， 「大佛鐘聲，佛佑香江──2022年元旦叩鐘祈福活動」 首次在港舉辦。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
副主任陳冬主禮並致祝福語。兩人於2021年12月31日23時59分開始叩鐘三下，最後一下叩鐘恰好邁入2022年。林鄭月娥
祝願全港市民在2022年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快樂；祝願香港社會齊心協力，克服疫情；祝願國家風調雨順、欣欣向榮。陳冬
祝福所有市民朋友新年吉祥，祝福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祝福偉大祖國繁榮昌盛，國泰民安！

李家超提到，2022 年是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年的大日
子，特區政府已籌備了逾百項遍布全球的慶祝活動，
並積極推廣更多慶祝活動讓市民參與。不少團體和地
區組織已開始計劃籌辦不同的慶祝活動，展現出愛國
愛港之情，讓慶祝回歸的熱烈氣氛融入社會各角落。
對外宣傳方面，14 個香港駐海外經貿辦事處會舉辦一
連串活動，向世界各地推廣香港獨特優勢及無限商
機，強化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和吸引力；在本地
方面，政府將招募青年人加入成為 25 周年慶典活動青
年大使，並會舉辦一連串精彩和多元化的節目，適合
不同年齡層的市民。
李家超表示，在慶祝回歸的同時，政府也要做好防
疫抗疫工作。他已要求政策局、部門及主辦機構在舉
辦活動前做足工作，並做好不同預案，讓慶祝活動既

精彩又安全。

議員冀推經濟為民生
此外，多位候任立法會議員昨日提及對新議會的期
望。工程界盧偉國表示，相信市民在新一年亦希望繼
續 「推經濟、為民生」。他指，上屆議會在反對派辭
職後，由建制派主導，作風較務實，相信新一屆議會
能延續行政立法關係。他認為政府在新一年須打破官
僚陋習，以達到良政善治，解決社會矛盾。
社福界狄志遠表示，其所屬的新思維在政治上與大
部分建制派的觀點不同，但在民生議題上有不少共
識。他相信議會日後可以擺脫紛爭，政府需要有新作
風及有所作為，相信議員會監督政府的表現。
工聯會吳秋北期望政府制訂具體施政目標，提出時

間表及路線圖。他會促請政府盡快研究對接內地防疫
措施，盡快恢復通關。
民建聯陳學鋒認為，新一屆立法會應主動溝通，在
政府推出政策前就已提出意見，並與官員溝通。就任
議員後，他會爭取改善基層生活，包括寮屋及棚屋的
居住環境等。
全國人大代表、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希望各議
員能團結一致，重塑健康高效的議會文化，以市民福祉
為念，盡快處理歷屆立法會積存下來的工作。他認為新
議會應聚焦拆解深層次問題，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支持和督促特區政府積極解決醫食住行，尤其是房
屋、發展和貧富懸殊等問題。他亦希望香港能積極融入
內地發展大局，打好抗疫戰，爭取與內地全面通關，以
及盡快履行好基本法第 23 條的立法工作。

京港澳學子與航天員共話天宮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 「時代精神耀
香江」之元旦京港澳天宮對話活動昨日舉行，京港
澳三地學子與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線上實時互動交
流，共探宇宙奧秘。
是次活動以天地連線，多地協同的形式進行。三
地學子以 「青春」、 「夢想」、 「奮鬥」為主題，
與一線航天專家及神舟十三號乘組的 3 名航天員進行
「天宮」對話。使青年學生對國家在航空航天關鍵
領域的成就有了更深的了解。翟志剛、王亞平和葉
光富亦送出來自 「天宮」的新年祝福。
香港大學校長張翔致辭時表示，港大舉辦這次活
動，是延續對國家航天事業的熱情，也想讓大家能第
一時間了解空間站的建設，和航天員的最新情況。中
國目前航天技術站在國際前沿，我們有幸見證這個偉
大的時代，更增強了對國家的自豪感，和歸屬感。
15 時 15 分許，備受期待的 「元旦京港澳天
宮對話」正式開始，不少青年學生把握
住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踴躍舉手
提問。有港大學生提問翟志
剛，要成為航天員要經歷很
多挑戰和艱苦，如何勉勵
自己迎難而上？翟志剛
回答說，航天員大隊
門楣上有八個大字
「祖 國 利 益 高 於
一切」，有國才
有家，無論航
天員飛多高、
飛多遠，國
家永遠是我
們最堅強的
後盾，只
要把國家

的利益擺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一定能一往無前，克
服困難。
翟志剛在回答香港大學一名學生有關如何保持
「感覺良好」提問時表示，借用毛澤東的詩詞 「更
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 「感覺良好」
是經過考驗，突破困難後的真情流露。
他提到，在航天飛行任務中，長時間的失重，將
導致肌肉萎縮，骨鈣流失等問題，心理上亦會產生
煩躁感。但會堅持每日身體鍛煉，主動進行自我調
節。待歸來之日，一定讓大家看到，我們仍然 「感
覺良好」。
王亞平、葉光富分別就太空授課、航天員選拔及

訓練回答了提問，滿足了青年學子的好奇心。
有香港大學生表示，很好奇昨天跨年夜宇航員在
太空中有什麼特別的慶祝活動；還想知道此次任務
完成後他們有什麼安排。她表示，參加這次活動不
僅從宇航員身上學到了中國特色的航天精神，還感
受到國家科技有很大的飛越，並激勵自己今後更加
努力。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秘書長譚耀宗對記者表示，三
地學子齊與航天員對話是很難得的機會。看到航天
員的艱苦和努力，以及如何為國家作出的貢獻，鼓
勵年輕人應有什麼人生目標。希望香港的青年學
生，對國家多點認識了解，增加感情，投入國家發
展大局。
今次活動由香港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
香港中聯辦、澳門中聯辦、中國載人
航天工程辦公室、中央廣播電
視總台主辦，清華大學、
香港大學、香港再出
發大聯盟、澳門
大學、澳門科
技大學共同
承辦。

三地學子與神舟十三號乘組三名航天員翟志剛、王亞平和葉
三地學子與神舟十三號乘組三名航天員翟志剛、
光富實時互動交流。
光富實時互動交流
。
記者 崔俊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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