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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政放權」增管治效率

聘港青入政策組 聽後生仔意見
林鄭勉年輕人議政參政 設「青發會」與青年同行

「8．31」框架下營造利推政改氛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文殊）不

少青少年都對施政和不同政策措施

有強烈看法，但卻常感到沒有渠道

讓政府聽自己的意見，因此特首參

選人林鄭月娥將青年工作列為政綱

一大重點，鼓勵青年積極參與議政

參政。林鄭提出招聘青年人加入中

央政策組全職工作，為他們提供參

政機會。她又擬設立更高層次的「青

年發展委員會」，監督相關政策局

及部門推動青年發展工作。為令更

多年輕人參與議政，她表示會在法

定組織及委員會起用一定比例青年

委員，在部分諮詢委員會，以更開

放自薦委任形式讓青年參與。

黃同學：支持林鄭
月娥建議招聘更多青
年人加入政府工作，
因為既可讓政府了解
更多年輕人的聲音，
青年人亦有機會表達
及實踐自己見解。不
過政府必須以才能來
選拔人才，不能因其
政治取向拒絕有志之
士加入。

鄧小姐：如有更
多青年人可加入政
府，可讓政府更清
楚知悉現今年輕人
的想法，將來制定
一些有關青年人的
政策時，可以更為
貼身，更能符合他
們的需要。

蔡小姐：由於近年
學校設有通識科，不
少青年人對政府政策
有更大興趣，對政治
議題亦有更多想法，
故讓更多青年人在政
府工作及加入各諮詢
委員會，讓他們表達
意見，對協助施政是
好事。

陳女士：當然贊成
讓青年人加入政府或
諮詢委員會，因為政
府有責任栽培年輕
人，讓他們日後利用
自己的才能服務社
會，且此舉亦可加強
政府及青年人之間的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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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見政府吸才
港青冀服務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文殊）要提升管治效
率，離不開適度的改革。曾多次表示要改善特區
政府管治的行政長官參選人林鄭月娥，昨日就在
政綱中提出「簡政放權、提升士氣」，包括重組
中央政策組統籌跨部門的政策及項目，提升公眾
參與，檢討部門有否因削支方案而影響服務質
素，並在人手安排，包括填補人手、晉升和選擇
延長服務年齡等方面作出優化。

特首及各司局長定期「落區」
林鄭月娥認為，要有效施政，政治委任官員、

各級公務員都需與各黨派立法會議員、區議員、
專業團體、非政府機構、政府委員會及社會大眾
建立有效互動平台溝通，容許不同持份者參與公
共事務，也因此強調重視行政立法關係，既尊重
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的功能，也期望雙方配合，
讓施政順暢，承諾會與立法會政黨成立恆常溝通
機制，提升市民對特區管治信心，行政長官及各
司局長將定期「落區」巡視，以便更有效掌握民
情。

設文化局旅遊局 分拆運房局
政府架構重組成為林鄭改善施政的其中一環，
她提出設立文化局，把文化產業及創意產業結合
於同一政策局；成立旅遊局，更高層次推動旅遊
發展多方面工作。其他重整包括分拆運輸及房屋
局，凸顯海運及空運重要性，同時合併土地及房
屋局。至於自1989年成立至今的中央政策組將進
行改組，變為公眾參與、統籌跨部門政策制定及
共同審視，進行政策研究。新統籌組從此不會再
參與法定機構及委員會人事任命。

有見現行公務員反映工作「好大壓力」，林鄭
月娥會檢討行政程序，在不影響公眾利益前提
下，「簡政放權」，並訂立清晰工作目標及行事
指引，為他們減壓，包括優化港府各基金審批程
序。以優質教育基金為例，現時坐擁80億元盈
餘，反映基金過去一直難以批出，相信經檢討
後，新措施會有效令更多人士受惠。林鄭又會研
究讓2000年後入職的非長俸公務員，延長退休年

齡至65歲，至於紀律職系人員則可由55歲延長
至60歲，有關公務員體系內的限時職位填補及晉
升，則會獲重新檢視。
對於廣受關注的防止賄賂條例，林鄭月娥表示

會盡快作出修訂，提出把第三條「公職人員索取
或接受利益罪」，及第八條「與公共機構有事務
往來的人對公職人員的賄賂罪」，監管範圍涵蓋
至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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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為「與青年同行、共創未來」的章
節，放在政綱的最後部分，亦即結

語之前，林鄭月娥解釋，有關安排是為凸
顯青年是香港未來的特質，也象徵是為下
一代而做。當中提及改組中央政策組為政
策及項目統籌單位，將招聘20名至30名
有志於政策及項目研究、來自不同專業的
青年人，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加入政府，
讓青年人意見及建議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納
入考慮，同時讓青年對公共政策制定有更
深刻了解。林鄭月娥表示，改組並非對現
有政策組人士的不滿，強調社會面臨很多
變遷，到了一定時候會有需要重整，「是
對事不對人」，只是與時並進。

「青發會」由政務司司長主持
林鄭月娥還建議設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統籌監督的「青年發展委

員會」，該會將負責監察相關政策局及部門
在推動青年的各項發展工作，鼓勵青少年參
與公共事務，讓他們貢獻社會。至於現時民
政事務處屬下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則同
樣會被納入「青年發展委員會」架構之內。
預料她一旦競選成功、上任後會邀請該會盡
快完成青年政策初稿，再經過社會充分諮詢
年輕人，作為成立新委員會的基礎。

倘當選 親主持「青發會峰會」
青年議政方面，林鄭月娥政綱要求各政

策局委任更多來自不同界別的青年成為法
定組織及委員會委員，共商政事，並在適
當時候規定各委員會須有一定比例的青年
委員。她表示，如果出任行政長官，將會
親自主持年度「青年發展委員會高峰
會」，與主要官員定期訪問學校及以各種
渠道溝通， 包括善用社交媒體，與青年
對話，增加交流機會。
被問及自薦委任形式會否出現「自己人

委任自己人」的問題時，林鄭表明會以公
平、公開手法吸納人才，一旦委員出現空

缺，即會採用有如「賣廣告」的模式，清
楚列出委員職責、任務、資歷等資料，至
於具體首次包含什麼委員會、由誰會見及
篩選合適的參加委員，她表明不會由行政
長官親自拍板，具體有待討論。
林鄭月娥補充，人才帶動經濟和社會發

展，對香港青年人充滿信心，也認為香港
有很多非常優秀的青年人，時常希望回饋
社會，認為必須繼續在培育青年方面作出
投資。為讓青年有多元發展的空間，應該
為他們提供多元化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相比其他參選
人，林鄭月娥在政改方面顯得務實，在政綱指會
盡最大努力，在「8．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
政改的氛圍。曾任「政改三人組」之首的她，對
政改方案未能通過感到可惜，並認為現時的社會
撕裂或多或少與過去的政改討論有關，強調要在
有利環境和條件下才能重啟。

審時度勢 凝聚共識

林鄭在政綱指出，明白市民特別是青年對普
選的訴求，也明白「一人一票」選舉對特首及
特區政府認受性和立法會公信力的重要，但相
關議題具爭議性，政府不能貿然行事，必須審
時度勢，凝聚共識，倘當選會在任內盡最大努
力，在「8．31」框架下營造有利推動政改的社
會氛圍。
被問到為何無明確提出重啟政改，她指自己作

為現屆政府牽頭推動政改的官員，對政改方案未
能通過感到可惜，因未能令是次選舉更有意義。
她認為，現時的社會撕裂或多或少與過去的政

改討論有關，故她要創造有利環境和條件才能重
啟政改，希望透過管治新風格，在短時間內造到
有利條件。
至於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林鄭在政綱

強調這是憲制責任，加上世界形勢複雜，立法保
障國家安全更形重要，但因極容易引起爭議，政
府需要權衡輕重、謹慎行事，嘗試創造有利的立
法環境。

■林鄭月娥倡設旅遊局，更高層次推動旅遊發展多方面工作。 資料圖片

「心談會」用心談
政綱流露愛港情

行政長官參
選人林鄭月娥
今次公佈完整

政綱，宣讀過程全長20分鐘，當
中不乏滲透溫情、感性：既以理
服人，同時在政綱中的前言坦述
「自傳」，處處流露出愛港之
情，寄望能動之以情，打動選委
及香港市民。
林鄭月娥昨日發佈完整選舉

政綱，身穿平日女強人的行政
人員淺色長衫套裝，以從容不
迫的妝容示人，醒目大方之
餘，更盡顯大將之風。她甫坐
下即率先重溫其競選工程「成
果」：她自上月16日宣佈參選
以來，先後摒除政見立場，與
所有38個選委界別見面、聆聽
意見，又把過去舉行的百多場
大小規模的會議形容為「心談
會」，意即是會上各人均以坦
承的心態盡情交流意見，不論
意見是讚是彈，她都一一虛心
聆聽，照單全收，充分反映林
鄭月娥願意坦承溝通的特點。

談願景：讓港更美好
林鄭月娥的精緻藍色「同行」

政綱，在首頁聊表「心跡」：
「我的願景是……讓香港更美
好。」旁頁配上她與人謙遜對談
的相片。揭開簡潔而明晰的目
錄，便是林鄭月娥親筆撰寫的
「前言」，並配上她與街市檔販
四目交投、誠懇交流的相片，關
懷基層生活的形象躍然紙上。

碌架床做功課 典型「香港女」
她謙稱自己出身基層家庭，形

容自己為曾在「碌架床」上做功
課的學生，盡顯典型「香港女」
的本土形象。

港底子好人才優 信能再創高峰
林鄭月娥又表示感激上一代人

努力建設香港，但眼見「香港今
時今日因意見分歧而躊躇不前，
錯失機遇」，「深信香港的底子
好，人才優秀，我們能再創高
峰」。林鄭月娥其後解釋參選行
政長官選舉，全因熱愛這個城
市、同時關心七百多萬人的福
祉，因此願意帶領問責官員及17
萬公務員服務市民。
她憶起自離開校門踏入政府共

36年的公務生涯，先後出任20多
個不同工作崗位，「全心全意服
務市民」，讓她得以透徹掌握政
府運作。
她又闡釋，經歷六星期的行

政長官競選工程，又與各界近
百場的「心談」，令她更擔憂
香港經濟所面臨的挑戰，也理
解年輕一代對欠缺向上流動
性、及對前景的迷惘，「更焦
慮社會不斷內耗，已讓香港不
少的發揮優勢盡失，良機流
失」，字裡行間，林鄭月娥再
顯感性而自信的一面。
她強調自己「擔心，但不灰
心！」，重申當選後首要任務
是團結社會、與市民同行、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民
生，為下一代重燃希望。「只
要大家重拾信心，勇敢面對社
會積壓問題，用互諒態度化解
彼此分歧，香港的美好願景，
定可望可及。」
林鄭月娥在政綱結語，以「我

懷着謙卑的心情期盼與大家同
行，建設更美好的香港」作結，
誠懇有力，言簡意賅，愛港及敢
於帶領香港向前之情，表露無
遺。 ■記者 方文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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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青議題在林鄭月娥的政綱
中佔重要地位。圖為早前大批
年輕人出席林鄭的競選分享
會。 資料圖片

■林鄭提出招聘青年人加入中
央政策組全職工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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