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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議員為香港未來宣誓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馮
煒強報道：昨早，香港特區第七屆
立法會 90 位議員在立法會會議廳
舉行宣誓儀式，由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進行監誓，及後她確任全體議員
宣誓有效。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昨亦
發表網誌祝賀新一屆立法會議員依
法履職，議會實現良好開局。上屆
立法會主席梁君彥亦表示，新議會
的組成確立了 「愛國者治港」 新秩
序，令香港踏上由亂到治、由治及
興的新台階，讓議員在正確軌道上
整裝待發；香港必須抓緊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推動民生和經濟更上一
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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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早舉行議員宣誓儀式，由
林鄭月娥進行監誓。 記者 崔俊良攝

宣誓首掛國徽首次奏唱國歌
今次，完善選制後的立法會宣誓儀式有多項改變：
立法會會議廳內，原本懸掛區徽的地方改在宣誓當日
懸掛國徽；負責監督宣誓的人士由以往的立法會秘書
長改為行政長官或其授權人士擔任；往屆立法會宣誓
儀式沒有奏唱國歌環節，根據 2020 年生效的國歌條例
規定，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須奏唱國歌，並在新一屆
立法會宣誓儀式首次引入。
昨早 11 時，宣誓儀式開始。首先，議員於會議廳唱
國歌；其後，依次於台前進行宣誓。宣誓次序按議員
年資排列，若年資相同則按中文姓名筆劃排序。第一
位宣誓議員是自由黨飲食界議員張宇人，最後一位是
商界(第三)議員嚴剛。議員們的宣誓語言亦非 「清一
色」，有粵語、英語，亦有普通話。其中，選委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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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議員周文港、孫東、譚岳衡以普通話宣誓，張宇人
以英語宣誓，大部分議員以粵語宣誓。整個儀式十分
順暢，直到中午 12 時 10 分完成。
宣誓期間亦發生些許 「小插曲」。工聯會選委會界
別議員陸頌雄、社福界議員狄志遠宣讀誓詞時有不清
楚的地方，他們均要多讀一次誓詞才完成宣誓。民建
聯新界東北議員陳克勤宣誓時忘記舉起右手，惟未被
要求重新宣誓，立法會秘書處回覆查詢稱，法例並無
要求議員宣誓時要舉手，但鑑於近期官員及區議員宣
誓時都有舉手，因此秘書處建議議員採用及統一有關
做法。

宣誓完成後，全體議員拍攝大合照。 記者 崔俊良攝

議員多關注民生、通關等事務
宣誓儀式完成後，全體 90 名議員隨即拍攝大合照；
多位議員不忘抒發感受表示，立法會未來工作重點應
在民生及長遠發展事務，包括通關、房屋及貧窮問
題，以及融入國家發展等。
梁君彥議員表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背景具前所未
有的多元化，大家無論對國情或香港事務都非常了
解，有助於香港今後搭上國家的 「特快車」，開拓更
大的發展空間。他又展望新一年，說立法會事務不會
比之前輕鬆， 「沒有最忙，只有更忙」。他續指，有
信心 90 位議員攜手同心、以民為本，履行好立法會責
任，與政府保持良好關係，改善累積已久的問題。
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和完
善選舉制度後，香港重回 「一國兩制」正確軌道。他
期望政治環境趨向平穩，為香港經濟、社會發展和實
施公共政策提供有利條件。他指，支持政府施政與監
督政府運作無必然衝突，最重要是取得平衡，相信議
員可以理性、務實議政，貫徹以民為本的理念，急市
民所急，為市民辦實事，破解深層次問題，包括土
地、房屋等議題。他亦強調，現時國際局勢風起雲
湧，香港應盡快完成國家安全法律的修訂，維護國家
主權和發展利益，防範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民建聯主席、九龍中議員李慧表示，香港能夠重
回正軌，議會能夠有穩定的議政環境，要感謝中央政

府在香港最艱難的時候果斷出手，先後實施香港國安
法和完善選舉制度，令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可以擺
脫過去的政治爭拗，努力改善施政。民建聯將與不同
黨派多溝通，將市民聲音帶入議會，令政府施政更貼
地。
工聯會議員麥美娟表示，進入立法會的首要工作是
處理市民最關心的通關問題，期望疫情盡快受控，盡
早回復兩地人員正常往來。此外，將在新議會提出關
於解決房屋及貧窮的建議及措施。

10 日選主席 12 日舉行首次大會
保安局前局長、新民黨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黎棟國
稱，在完善選舉制度下，所有議員都符合 「愛國者治
港」的要求，透過 「拉布」、濫用議事規則等將立法
會變為鬥爭之地的情況已成絕響，並指出議事堂不應
再有建制非建制之分，認為 「人人都是愛國者」，都
應該盡忠職守。他期望本屆立法會能展開基本法 23 條
本地立法的諮詢工作。
行政長官早前已指明，今年 1 月 12 日上午 11 時為
第七屆立法會首次會議的日期及時間。立法會主席
將於本月 10 日進行選舉。立法會會期內會議的日
期，將由立法會主席決定。每屆立法會首個會期各
次會議的日期，會於選出立法會主席後公布，而隨
後各個會期的會議日期，則會在每一會期完結前通
知議員及政府。

新衣 迎新年 展新貌

港澳辦中聯辦齊祝賀提期望
【香港商報訊】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日發表談
話，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議員宣誓就任表
示祝賀，希望議員們依法履職，擔當盡責，服務香
港、貢獻國家，樹新風、展新貌、開新局，以工作實
效取信於民。中聯辦發言人昨亦發表談話指，相信新
一屆立法會能按照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職權履職盡責，
堅決維護行政主導體制，支持和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服務廣大市民，為維護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作出
積極貢獻。

港澳辦冀議員有「三新」當「四者」
港澳辦發言人表示，1 月 3 日上午，新當選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全部 90 名議員在莊嚴的國徽下
鄭重宣誓，儀式莊重嚴肅，展現了立法會議員們的良
好精神風貌。
發言人指，立法會作為立法機關，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治理體系中地位重要、職責重大。立法會全體議員
要愛國愛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
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當好
「一國兩制」的守護者；要勇於擔當、積極作為，維
護香港的根本利益和整體利益，努力回應社會發展新
要求和廣大市民新期待，當好民意代表者；要精誠團
結合作、理性務實議政，有力破解影響香港經濟社會
發展和長治久安的突出問題，當好良政善治的推動
者；要引領香港社會各界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
加強與祖國內地的交流合作，當好融合發展的促進
者。
發言人表示，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完善後
的香港新選舉制度是一套好制度。我們相信，只要堅
定走符合香港實際的民主發展道路，落實 「愛國者治
港」原則，就一定能凝聚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推動經

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協調發展，不斷開創香港更
加美好的未來！

中聯辦期待香港良政善治新局面
中聯辦發言人指，國徽莊嚴，誓言錚錚。立法會議
員宣誓場地首次懸掛國徽，體現了 「一國兩制」下香
港特別行政區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
的法律地位，是 「愛國者治港」原則在立法機關得以
推進落實的寫照。新任議員構成多元、均衡、專業，
代表廣大選民利益，體現了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廣泛參
與。期望議員們胸懷 「國之大者」，心繫全體市民，
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維護香港
整體長遠利益，堅定維護香港市民的根本福祉，展示
「一國兩制」下香港特色民主制度的強大活力，以健
康優質的議會文化廣泛凝聚共識，推動香港社會發展
進步。
發言人表示，根據 2021 年 5 月 21 日生效的《2021 年
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由行政長
官為第七屆立法會議員監誓，標誌香港特別行政區
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的進一步確立和完善，體現了
香港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體制的應有之義。
發言人強調，當前香港已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
折，正處於走向良政善治的開篇布局時期，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任務十分繁重，長時間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
題需要解決，外部環境的快速變化和競爭加劇需要應
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發揮國內國際雙循環橋樑作用
的歷史機遇需要牢牢把握。時不我待，全社會都對新一
屆立法會給予厚望，期待所有議員不改初心，堅守為
民服務的承諾，在行政長官帶領下，與特區政府和社
會各界共同努力，合力解決突出的經濟民生問題，積
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開創香港更加美好的未來。

陳曼琪桃紅色衣服十分顯眼。 記者 馮瀚文攝
昨日是新屆立法會
議員宣誓的大日子。
看得出來，議員們對
宣誓都特別重視，衣
都是精心挑選過——男士們都西裝革履，女士們更
是刻意打扮一番，而紅色成了最受歡迎的顏色。
議會 「新丁」陳曼琪，當天挑了一套桃紅色的衣
服，穿梭在一眾黑西裝中特別顯眼。
同樣是 「新丁」，江玉歡也選了一件火紅的連衣
裙。她說，自己是中國人，所以就想穿一件有中國特
色的長衫；然後，又挑了中國紅的顏色， 「我自己是
一個很愛國的人，加入立法會，會把愛國家愛香港作
為我的首要任務！」
中國元素服裝好像是女議員們的大愛。麥美娟是立
法會老將，她昨天選了優雅的小鳳仙套裝，身中式
綠色上衣加黑色長褲，外罩一件粉色的背心。她說，
自己一向喜歡中國風的衣服，加上剛好正逢新年及重
要的宣誓日子，所以就挑了這一套。
除了傳統的紅色，白色是另一種受歡迎的顏色。李
慧、葛珮帆和梁美芬等，都不約而同地穿上了白色
外套，顯得神采奕奕，她們在嚴肅的議事堂成了一道
亮麗的風景線。

記者手記

李慧穿白色外套，顯得神采奕奕。 記者 馮瀚文攝
職業套裝也是不少女議員的選擇。當天，葉劉淑儀
的髮型吹得一絲不苟，外穿一身黑色的西裙套裝，裏
面穿了一件桃紅色的襯衣，穿搭莊重中見喜慶。
年紀最輕的女議員陳穎欣打扮得很低調，今次選了
一身深灰色小西服，外加黑色高跟鞋。她說，這是一
個很重要的場合，所以穿得正式一點，是對宣誓儀式
的尊重。
同樣年輕靚麗的陳凱欣也是比較偏保守的打扮：一
件紫色長外套，加黑色褲子和米色小短靴，低調中顯
得有型有格，讓人忍不住多睇幾眼。
踏正早上 11 時，宣誓儀式正式開始。負責監誓的特
首林鄭月娥進場，隨即奏唱國歌，新掛上的國徽特別
亮眼，現場氣氛立即變得莊重嚴肅起來。林鄭月娥的
打扮也是中國風：米色的旗袍，加同色調的外套，顯
得素雅高貴，和棕紅色的議會廳看上去特別搭。
議員們今次宣誓次序是以年資來排，大部分人都是
用廣東話作為宣誓語言，有行家笑說這是凸顯議會的
多聲道。90 位議員順利完成了整個宣誓儀式，標誌
香港特區立法會正式揭開新的一頁。
下周，新屆議會就將舉行首次會議，大家期待香港
開啟新篇章，這個城市恢復滿滿的活力，重新再出
發。
香港商報記者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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