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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誓不負中央港人重託
就職演說：全面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抓緊國家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新
一屆特區政府昨日就職，多個紀律
部隊工會發表聯合聲明或致函恭賀
林鄭月娥正式上任，並強調會與新
班子緊密合作，確保香港繼續安
定、繁榮。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代表昨日恭賀

林鄭月娥及新一屆政府主要官員履
新。該會指，新管治班子的每位成員
均擁有豐富行政經驗，熟悉政府運
作，相信林鄭月娥會帶領新班子實踐
施政理念，務實有效回應市民訴求。
他們希望新班子能秉持一貫開放態

度，廣納各方言論，恒常與公務員代
表保持密切溝通，包括就公務員薪酬
福利及聘用條件等相關議題，經常與
職方深入討論和協作，共創豐碩成

果。
警司協會、香港警務督察協會、海

外督察協會及警察員佐級協會組成的
警察評議會職方協會祝賀林鄭月娥就
任，並強調協會重視與特區政府長期
以來的建設性工作關係，期待與她領
導的特區政府共同工作。
香港消防處5個工會，包括香港消

防主任協會、香港消防處救護主任
協會、香港消防處職工總會、香港
消防處救護員會及香港消防控制組
織員會表示，今後將秉承消防處救
急扶危、為民解困的精神，繼續緊
守崗位，竭盡所能為市民提供最優
質及高效的滅火救援服務，令香港
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安全及最宜居
住的城市。

香港海關6個工協會，包括香港海
關高級官員協會、香港海關官員協
會、香港海關關員工會、香港海關人
員總會、香港海關關員職系協會及香
港海關貿易管制主任協會指，他們將
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規定，
依法施政，為國家及香港繁榮穩定作
出貢獻。
入境事務主任協會、香港入境事務

助理員工會、香港入境事務處人員協
會、香港入境處員佐級總會期望在林
鄭月娥及主要官員領導下，繼續為香
港的繁榮穩定打拚，在背靠祖國的獨
特優勢下讓香港再攀往另一高峰，又
期望林鄭月娥與各紀律部隊工會保持
溝通與交流，讓彼此成為緊密的工作
夥伴，為特區政府作出貢獻。

特首林鄭月娥
昨日在宣誓後以
普通話致辭。她

在談到自己的願景是讓所有生活在
香港的人都抱有希望，而要實現這
個願景，港人就需要團結一致、和
諧共融，關愛互助時，轉用廣東話
讀出了歌曲《同舟之情》的歌詞作
結語。
她引用的歌詞內容為：「還有天

地能前往，還有生命發光，騰躍於
鬧市海港，愛在舊城窄巷，誰也經
歷過迷惘，人間的波折阻不了盼
望，投進每個信任眼光，只須看見
有我在旁，為你一直護航。」
《同舟之情》是林鄭月娥4年前
統籌的「家是香港」主題曲，「家
是香港」是全港的公衆參與運動，
目的是為香港注入正能量，加強社
會的凝聚力，推廣關愛、互助和團
結精神。主題曲當時由張學友、陳
奕迅主唱；郭偉亮（Eric Kwok）、
顧嘉煇作曲；陳詠謙、黃霑填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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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時主打「We Connect
（同行）」的新任特首林鄭月娥
在宣誓就職後，即開通face-

book賬戶，履行多與年輕人和網民溝通的承諾。
事隔數月，林鄭月娥明顯在運用社交平台上

功力大增，首個帖文就講述自己昨日清晨5時
半已約了髮型師整「妝」待發，向大家表達自
己宣誓就任前的心情。
她笑言，從1月宣佈參選，自己經歷了不少
事，昨日宣誓的重大日子，對她而言是「幾輕
鬆」，「但當然，我知道未來5年我會肩負重
要責任，情況也可能變得越來越複雜，但我有
信心在大家支持之下，新一屆政府可以為大家
帶來更加美好的將來。」
有關片段昨日獲逾千網民讚好，不少網民亦

留言向她表示祝賀。「Victor Chan」就說︰
「祝新任行政長官政務昌隆！」「Anthony
Wong」則說︰「新的開始！加油！您真心做
對的事，到最後一定有更多人去撐！」
網絡世界免不了有人惡意畀「嬲」及留下侮

辱性留言，「Sammy Ng」就說︰「希望林鄭
你能化解香港矛盾及分化。對你有期望。未上
台已批評你，對你不公平。就讓你既（嘅）政
績說明你既（嘅）能力吧。」
林鄭月娥的facebook專頁為www.facebook.
com/carrielam.hksar，另設有 Instagram 賬戶
www.instagram.com/carrielam.hksar。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林鄭月娥就職後致辭表示，香港回歸祖國
20年，「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方針，確保了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特首是香港特區的首長，須依照香港基本法的
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區負責。為了要
準確、全面履行行政長官的責任，她將會竭盡
所能，堅定擔當「一國兩制」的執行者、香港
基本法的維護者、法治的捍衛者及中央和香港
特區關係發展的促進者。

依法處理衝擊國家主權行為
她坦言，經歷了香港社會近年出現的新情況
和矛盾，「這些看似簡單並理所當然的任務對
我的政治智慧、調解能力和耐心包容是重大的
考驗。」她會本着一如既往的迎難而上精神，
無畏無懼地依法處理任何衝擊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的行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
港全面貫徹執行，不負中央和市民的重託。

當「促成推廣者」提振經濟
林鄭月娥強調，希望是一個社會向前的動

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礎。「只要我們認真
回顧香港回歸祖國這20年的成就，就沒有理
由對香港失去信心。」不過，每個城市的競爭
力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因此，新一屆政府將更積極進取，擔當「促
成者」和「推廣者」的角色，鞏固及提升香港
的傳統優勢產業，並大力推動創新及科技和創
意產業發展，為經濟注入多元動力，為市民，
特別是年輕人，提供優質就業機會。

創新互動協作 增市民信心
她坦言，過去不必要的猜忌和對人不對事的
態度，損害了行政立法的關係，也使施政舉步
維艱，直接拖慢香港的經濟社會發展。新一屆
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是加強市民對特區政府
的信任。新一屆政府會以「創新」、「互
動」、「協作」的原則，包括在開拓土地、保
護環境、勞工權益、營商環境、扶貧助弱等方
面，與立法會議員和社會各界加強溝通，盡力
建立共識。
林鄭月娥強調，國家由《十三五規劃綱要》
的「港澳專章」，到支持香港在「一帶一路」
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和上月加入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為香港帶來大量發展
機遇。「只要我們用好香港的優勢，抓緊國家
發展的機遇，香港生機處處，前途是光明
的。」

讓港人抱有希望感到幸福
她最後表示，自己的願景，是希望香港人抱
有希望、感到幸福，有信心香港這個家是一個
富公義、有法治、享文明、安全、富足、仁愛
和有良好管治，具發展潛力的國際都會。「要
實現這個願景，我們需要團結一致、和諧共
融，關愛互助。我記得4年前由我統籌的『家
是香港』公眾參與運動，目的正是為香港注入
正能量，加強社會的凝聚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嘉華）第

五任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第五屆

特區政府各主要官員，昨日在國家主

席習近平監誓下就職。林鄭月娥在就

任後致辭時，承諾她會本着一如既往

的迎難而上精神，無畏無懼地依法處

理任何衝擊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的行為，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

全面貫徹執行。她相信，香港的底子

好，只要用好香港的優勢，抓緊國家

發展的機遇，「香港生機處處，前途

是光明的。」 （致辭全文刊A8版）

胡春華會見林太
商「大灣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新任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傍晚在禮賓府與廣
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會面。林鄭月娥說，粵
港兩地在不同範疇上一直關係密切，她期
望兩地加強合作，把握「大灣區」發展的
龐大機遇，達至互利雙贏的局面。
林鄭月娥表示，昨晨簽署的《深化粵

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為
共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訂下明確

方向，並標誌着「大灣區」發展規劃的工
作取得階段性成果。香港會充分發揮國家
《十三五規劃綱要》內「港澳專章」所明
確的獨特定位，並作為雙向開放的平台，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協調發展和共同
「走出去」，以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建
設。
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及深圳市委書記王

偉中出席是次會面。

月娥今落區探街坊

多個紀律部隊工會力挺新特首
整「妝」待發 千人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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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右三）昨日與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左三）會面。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左二）及深圳市委書
記王偉中（左一）亦有出席會面。

■林鄭月娥的長
子林節思在短片
中亮相。

fb圖片

■■林鄭月娥在就職典禮上致辭林鄭月娥在就職典禮上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攝

■林鄭月娥整
「妝」待發的情
形。

fb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
正式宣誓就職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出席了「萬壽載德──清宮帝后
誕辰慶典」展覽開幕典禮。她透露，
自己在候任期間一直保持低調，並沒
有參加特區政府慶祝20周年的地區探
訪活動。在正式上任第五任特區行政
長官後，她希望和各司局長同事一起
多出席這些活動，包括今日落區探訪
居民，希望帶來一個愉快的節日慶
祝。
林鄭月娥昨日表示，她非常榮幸在

國家主席習近平監誓下，就任第五任
行政長官，自己的工作亦即時展開，
包括昨日全日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0周年的活動，今日會落區探訪居
民及參加「共慶回歸顯關懷」。
她坦言，習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

有很大的期望，「我們覺得未來這5
年是給香港很多的機遇，現在在我們

面前的機遇是需要我們去掌握及抓
緊，否則，作為一個城市，我們的競
爭力，正如我今（昨）早所講，好像
逆水行舟般，不進則退，因為周邊的
城市不斷在增強競爭力，所以在未來5
年，我和我的問責團隊以及全體的公
務員是會很實幹型，希望能夠按着我
在競選時候的政綱，一一落實有關拓
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工作。」
被問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問

題，林鄭月娥坦言，香港近年出現
了一些新的情況，作為一個既向中
央人民政府負責，亦要向香港特區
負責的行政長官，自己肩負全面準
確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責
任。

冀創有利條件 促二十三條立法
「但具體來說，正如我在選舉期間

所說，為了國家安全而去按着基本法

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這是我們的憲制
責任，但是，鑑於社會上曾經就這件
事有很大的爭議，亦都是需要很詳細
的分析及去做一些解說的工作，我希
望在任內能夠創造一個有利的條件，
讓我們能夠展開這一方面的立法工
作。」
就英國外相試圖以《中英聯合聲

明》為借口，干預香港事務，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反駁指香港已經回歸祖國
20年，《中英聯合聲明》「不再具有
任何現實意義」，林鄭月娥強調，現
在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全面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五十年不變是基本法內一個
重要條文，所以市民無需要擔心。今
（昨）早，習主席亦重申了，中央是
非常有決心，亦有信心準確、全面地
落實基本法，保障香港的繁榮和穩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