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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新屆立法會首會 特首答問順暢進行

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公布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

強、馮煒強報道：昨日，第
七屆立法會舉行首場會議，
首次行政長官答問會同時進
行，有17位議員提問。會
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要
交代三方面工作，包括建立
行政立法關係、推進北部都
會區和重組政府架構。其
中，重組政府架構建議將政
策局由今屆 13 個增至 15
個，並建議9個由政務司司
長監督，6個則由財政司司
長監督，讓兩位司長分工更
為平均。林鄭希望目標是將
建議方案及議員意見，於3
月27日轉交予候任行政長官
考慮。

林鄭倡設副司長力推北部都會區

議員回應

新屆立法會會議廳主席台上方懸掛了國徽與區徽，
這是首次出現的安排。林鄭月娥表示，這標誌香港
特區政治體系的里程碑。

林鄭首先恭賀梁君彥再次當選立法會主席。她說，
這是完善選舉制度、落實 「愛國者治港」後產生的首
屆立法會；恭賀所有議員就任，承諾自己任內帶領管
治團隊與議員衷誠合作。

增設文旅局分拆運房局
林鄭公布早前她在施政報告提出的重組政府架構方

案（見表）。
首先，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從民政事務局接掌

文化、藝術和體育事務，以及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接
掌電影、創意產業和旅遊事務，將目前由不同政策局
分管的文化體育和旅遊事宜統整，歸一由該局負責，
加強督導和推動香港文化事業發展，有利產生協同效
應，使香港成為 「十四五」規劃描述的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

其二，分拆運輸及房屋局成兩個政策局。當中，重
組的房屋局將全力處理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特別是
加快興建公營房屋，協助市民盡快上樓；善用現有公
屋資源惠及有需要市民；支援輪候公屋多時住戶；豐
富置業階梯，令 「上車」更可負擔；以及密切監察私
人住宅市場情況等。

其三，分拆後負責運輸的政策局更名為運輸及物流
局，反映該局負責對內對外運輸事宜的雙重角色。該
局將更專注推進多項本地和跨境交通基建項目，以及
進行全港策略性運輸研究等內部交通事宜，也能更好

地兼顧對外交通事務，促進海運、航空和物流業發
展。

第四，改組食物及衛生局為醫務衛生局，專責醫療
和衛生政策。除繼續應對新冠疫情外，全力推進多項
重大政策措施，包括落實兩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發
展中醫藥、制訂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藍圖等。

突出青年工作等施政重點
第五，重組民政事務局並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凸顯地方行政和青年工作施政重點。該局會加強
以地區為本的工作和提升社會凝聚力，檢視並制訂整
體青年政策和青年發展藍圖，全面檢視地方行政和區
議會的未來。

第六，將創新及科技局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反映該局在推動創科應用和智能生產的再工業化政策
任務。該局也會考慮如何在北部都會區的新田科技城
引進更多先進製造業用途，讓智能生產植根香港，建
立更完整的創科生態圈。

第七，擴大環境局並改名為環境及生態局，接掌目
前由食物及衛生局負責的環境衛生、食物安全、漁農
和禽畜公共衛生等政策，以產生更佳協同效益，同時
將漁農發展與自然生態更好結合，以可持續方式發展
現代漁農業。

林鄭指出，會整合及理順部分政策及相關工作的分
工，統一政策事權，減少職能分散，例如將目前分散
的人力發展、扶貧和退休保障政策統整，撥歸勞工及
福利局統一負責等。此外，下屆政府可考慮設立副司
長職位，推進和協調北部都會區和明日大嶼願景等大

型區域發展項目。

冀與立法會議員
衷誠合作

行政立法關係方面，林鄭表
示，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有不同
的背景、行業或專業，體現廣
泛代表性和政治包容性，反映
社會各界不同的聲音，和而不
同，期望他們為市民謀福祉、
為香港謀發展。她期望可與立
法會議員衷誠合作，在經完善
的選舉制度下做出實際成績，
爭取市民認同，讓新制度發揮
其優越性，為香港民主的長遠
健康發展奠下堅實基礎。

林鄭又表示，會定期出席時
間長短不一的答問大會，直接
回應議員的質詢；要求官員回
答口頭質詢時簡潔、清晰及有理有據；各司局長亦應
在制訂政策過程中，盡早與議員作正式或非正式交
流，並諮詢相關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政務司司長亦會
每周與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會面，保持溝通。

林鄭還稱會向今屆立法會初步提交40項立法建議，
並指出政務司司長正統籌今年提交立法會的立法議
程，包括版權條例修訂、防止兒童被虐的強制舉報、
取消強積金 「對沖」、精簡土地發展法定程序及基本
法第23條本地立法等。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馮煒強報道：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昨表示，自公布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後，
社會普遍支持且評價正面。社會應為此落實有利條
件，包括大幅精簡土地發展程序、有效整合審批土
地、制訂有利產業及人才發展政策、強化執行機制
等。她說，下屆政府可考慮設立副司長職位，負責領
導包括北部都會區在內的大型區域發展，提升高層領
導，強化跨局協作，制訂指標監察成效，並與深圳市
政府緊密聯繫。

積極推進建設3條跨境鐵路
昨日立法會答問會上，林鄭月娥交代北部都會區關

鍵工作進度和方向。按運輸基建先行理念，特區政府
已在工作層面與深圳市政府討論屬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建議5個鐵路項目的其中3個跨境項目。林鄭亦計
劃稍後到訪深圳，與深圳市領導交換意見。本港方
面，運房局正手研究連接洪水橋和前海的鐵路，在
港方路段沿線增設車站位置；至於北環線北延支線，
她亦已要求港鐵於今年內提交支線技術和財務建議。

林鄭續說，開拓更多土地作房屋、創科及商業發展
是該項目重要目的，涉及額外600公頃土地和16萬至

18萬個來自4個區域住宅單位。她表示，發展局已將
當中的新田科技城和羅湖/文錦渡綜合發展樞紐2個區
域，納入去年10月展開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新
界北新市鎮及文錦渡的規劃及工程研究範圍內；至於
另外 2 個區域，即擴大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至尖鼻
咀、流浮山及白泥，以及擴大古洞北新發展區至馬草
壟，相關研究會在今年內開展。此外，發展局計劃在
今年下半年把古洞北新發展區內約3公頃的商貿及科
技園用地，改劃作房屋發展。

有政府部門率先搬進北都會
林鄭高度重視北部都會區就業機會，除新田科技城

外，區內洪水橋/廈村新發展區享有與前海一灣之隔
的地利，可發展商業和現代服務業中心。她已指示政
府應擔當先行者，把部分無地域限制的政府部門搬進
北部都會區，帶動發展，創造就業。房協率先積極配
合，在其位於粉嶺的北部都會區區域辦事處撥出空
間，與數碼港合作成立全港第一個房地產技術共享工
作室，今年內將招募初創企業進駐。

她又提到，早前與醫院管理局主席和行政總裁會
面，雙方原則上同意在北部都會區擴充或興建三間醫

院。其中，北區醫院擴建工程業已展開，2028年完工
後將額外增加1500張病床。古洞北醫院預計會成為北
部都會區中心醫院，初步估計最少提供1600張病床。
食物及衛生局也正研究增加建議的洪水橋醫院病床數
目至2000張以上。政府還計劃在北部都會區撥地發展
私家醫院。

取消強積金對沖將是立會第一案
另外，林鄭回應民建聯議員陳學鋒質詢時表示，房

屋是本屆政府重中之重，相信下屆政府都一樣。政府
已推出過渡性房屋，提供2萬單位，並改劃空置土地。
她稱，相關路線圖本身已有，而施政報告提及未來15
至20年，連同北部都會區、明日大嶼等土地，會有超
過100萬單位應市，而這還未包含私人發展商的土地。

回應工聯會議員鄧家彪質詢時，林鄭說，取消強積
金對沖將會是政府提交給本屆立法會的第一條草案。
行政會議已通過有關措施，政府將會在立法會勞工事
務委員會，向議員做簡介和討論，然後提交立法會進
行首讀和二讀程序。她希望全體議員一起努力，爭取
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通過草案，希望2025年左右落實
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保障基層勞工權益。

昨日，香港特區完
善選制後選出的立法
會首次會議及首次特

首答問會流程十分順暢，今次有更多議員可作
出提問，跟以往相比可謂是煥然一新。接受議
員質詢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更順應議員要求
延長了逗留時間，最終答問會比原先預訂時間
多出約35分鐘，有17位議員提問，歷時約2小
時，才圓滿結束。

昨早，議員們首次在國徽、區徽下開會。會
前，一眾議員十分雀躍，對新屆會期充滿期
待。會議廳裏，他們互相問好，不時與官員交
流。直至11時許會議開始，主席梁君彥宣布行
政長官進場，在席議員們都起立歡迎林鄭月娥
到場，過往一片混亂的狀況不再出現。整個氣
氛既十分莊嚴，也輕鬆和諧。

林鄭先作開場發言，交代建立行政與立法關
係、推進北部都會區和重組政府架構這三大工作
方向，歷時約半小時。之後，議員質詢開始，一
眾議員所提問題廣泛，觸及防疫、北部都會區、
勞工、房屋、支援受疫情影響行業、基本法23條
立法、吸納政治人才，等等。

席上，議員謝偉俊提出規程問題。他說有很
多議員都希望發問，故向梁君彥提出希望林鄭
可將逗留時間延長15分鐘。

對延時要求，林鄭欣然答允，最後更爽快
「加碼」，將逗留時間延長30多分鐘。因此，

原訂 12 時 30 分結束的答問會，最終下午 1 時
05 分才結束。最終，有 17 位議員發問，林鄭
一一作出回應。整場氣氛融洽，過程頗為順
暢。

香港商報記者 林駿強 馮煒強

莊嚴立法會 煥然新氣象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煒強報道：新
屆立法會首次會議上，行政長官答問會
順利舉行，多位議員會後表示， 「愛國
者治港」下的首次立法會會議順暢有序
進行，是非常良好的開端，希望特區政
府和立法會可以衷誠合作，推動香港社
會向前發展。

支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議員廖長江表示，首次會議探討的問

題比以往更聚焦，可以歸納為經濟、民
生和防疫三大方面。他認為整個會議進
行得很順暢，相信是一個好開始。他對
於部分議員無法出席大會感可惜，但亦
欣慰議員因應立法會主席呼籲，以大局
為重而不出席會議，以免危及立法會未
來兩周運作。

民建聯主席、議員李慧表示，支持
行政長官提出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方
向，並建議全體問責官員加強與立法會
溝通，創造互相配合、互相監督，開創
良政善治的新局面，共同解決香港當前

面對的問題和困難。她認為政府架構要與時並
進，配合時代發展，亦感謝政府吸納民建聯意
見，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及將創新及科技局
改名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認為，今次政府架構重組方
案務實可行，理順過去政出多門、分工不均問題，
惟有好制度支撐亦要有合適政治人才走入 「熱廚
房」，盼望有更多德才兼備的政治人才願意加入政
府，希望公務員團隊與立法會維持建設性互動，共
同推動落實良政善治，為市民做實事。

回應市民期待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形容，新屆立法會展現新氣

象，會議有良好的溝通，有利解決香港的深層次
問題。他希望立法會 「追回過去浪費掉的時
間」，解決市民最關切的經濟和民生問題，回應
市民期待。他期望即將推出的防疫抗疫基金能進
一步優化，顧及打工仔的實際困難。

議員麥美娟表示，對政府採納工聯會建議感高
興，包括分拆運輸及房屋局、重組民政事務局成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並增加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首次會議十分順
暢，是非常良好的開端。她支持行政長官提出的
三大工作方向，特別希望北部都會區發展可加速
推進。她又形容林鄭月娥對議員回應言之有物，
期望能盡快展開基本法23條立法的諮詢工作。

政策局由13個增至1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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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議員會後見傳媒時表示，首次會議為立法會開創了新的局
面，展現了行政立法關係的新氣象。 記者 蔡啟文攝

昨日，立法會會議廳內懸
掛起國徽與區徽。林鄭月娥
形容，這標誌特區政治體
系的里程碑。 記者 馮瀚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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