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鄭回應答問「熟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
派聲稱現在「西環治港」，更聲言要為
香港基本法第廿二條立法，「限制」中
央駐港機構角色。林鄭月娥昨日重申，
中央駐港機構的工作是由中央來定，相
信中央都聽到大家的意見，大家不應過
分敏感，而自己並無計劃為香港基本法
第廿二條立法。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昨日在立法會答問

會上聲稱，過去幾年香港「民怨四
起」，其中一個原因除了因為上屆政府
「施政拙劣」外，另一個原因與中聯辦
的角色有「極大關係」，「上次特首選
舉到行政長官的內閣人選，去到立法會
選舉下至地區事務，我們都見到『西
環』的身影。」
他問到林鄭月娥未來幾年會否有任何

計劃為香港基本法第廿二條立法，「限
制」中央駐港機構的角色，包括將中聯
辦的角色「回歸初心」，「做回聯絡角
色」，以防出現「第二支管治隊伍」。
林鄭月娥回應指，作為行政長官，她

是特區行政機關首長，將會確保行政機
關的工作是自己做的，「所以我剛才都
主動提出了所有爭取議員的工作、游說
的工作都要司局長親力親為，不假手於
人。至於我們行政機關能否做到我剛才
的要求，即是自己的事自己做，大家拭
目以待。」

不用「過敏」中聯辦工作
談到中央駐港機構的工作，她強調應

由中央來定，但相信中央都聽到大家的
意見，大家不要過分敏感，而她並沒有
計劃為香港基本法第廿二條立法，「作
為中聯辦它的角色，正如楊議員都同
意，你叫它『回歸初心』做聯絡的工
作，聯絡的工作一定要身影周圍都出現
才可做到聯絡的工作，所以我又覺得大
家不需要過分敏感。」

行政親力親為
毋須「第廿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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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民生優先 政改條件待創
林鄭憂「急重啟」徒惹爭拗 倡與議員建恒常溝通機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反對派議員兩年前綑綁式否決政

改，令全港市民喪失「一人一票」

普選特首的機會，但他們卻經常老

調重彈，聲言要「重啟政改」，想

藉此洗脫「普選殺手」的污名。特

首林鄭月娥昨日強調，身為特區

「第一責任人」的工作是包括拓展

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開拓一個

新景象，讓香港再上新台階，而政

改永遠是敏感、複雜、難度高的問

題，倘馬上重啟，將引致社會嚴重

內耗、爭拗不斷，然後拖慢經濟、

民生發展。但她承諾，日後定會全

力與特區班子盡快建立重啟政改的

有利條件，目前首要從溝通開始，

先與立法會議員建立恒常溝通機

制。

林林 鄭鄭 答 問 大 會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昨日在特首
答問大會上要求今屆政府重啟政

改，讓市民可在2022年普選特首。
林鄭月娥回應指，她知道市民渴望普

選，自己經過特首選舉後，感覺市民「一
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將有利施政，並盼
望2022年可普選特首，但現在的問題是
如何落實普選。

盼望普選特首 冀團結創條件
她坦言，政改永遠都是非常敏感、很複
雜、難度很高，自回歸以來曾推行3次政
改，但都僅得一次成功，「因為成功與
否，不是行政機關自己可以決定，是要需
要得到各位在座議員，一個很高的門檻，
三分之二同意通過，我們才能成事。」
林鄭月娥並反問道：「儘管我都好像你
一樣有這個盼望，2022年、下一屆可以
普選行政長官，但我要問大家，何時可以
和我一起幫手製造這個有利的環境、條
件、氛圍，讓我們重新去探討怎樣可以落
實普選行政長官？」

「第一責任人」須拓經民前景
她強調，身為特區「第一責任人」的工
作，是包括拓展經濟、改善民生、為香港
開拓一個新景象，讓香港再上新台階，但
倘馬上重啟政改，將只會引致社會嚴重內
耗、爭拗不斷，然後拖慢經濟、民生發
展，「那我這個『第一責任人』都很失
敗。」
不過，林鄭月娥承諾，日後定會全力與
特區班子，包括行政會議成員、司局長，
盡快建立重啟政改的有利條件。第一步將
是從溝通開始，先與立法會議員建立恒常
溝通機制，「所以我們希望很快，就好像
我剛才所說的和大家建立一個恒常的機
制，如果恒常溝通機制見到涂（謹申）議
員或者『民主派』議員，這個政改問題是
避不到，我們便由那裡開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世界環境
變化萬千，倘香港經濟要做一個多元化發
展，就要追得上潮流的需要。特首林鄭月娥
昨日表示，太多的規矩不單窒礙創新，也會
影響日常工作效率，故承諾在她任內一定會
由上而下去推動各部門的創新思維，適時檢
討及更新過時的法例，讓香港可追得上世界
潮流的需要。
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昨日在立法
會特首答問大會上稱，香港很多法例都是跟

不上新經濟和科技，詢問林鄭月娥未來會否
要求今屆政府檢討及更新過時的法例，以拆
牆鬆綁，做好監管者和促成者的角色，做到
高效、規矩明確的管制、統籌和促進各個部
門的合作。

上而下推動協調各部門
林鄭月娥回應說，當局將經濟發展放在首
位，過時的法例當然需要檢討及更新，做到
與時並進，這亦是她施政風格要求創新的其

中重要一環，並承諾在任內一定會由上而下
去推動各部門的創新思維。
她續說，如果香港經濟要做一個多元化發
展，要追得上潮流的需要，法例必須要一併
來看的，而目前需要革新的過時法例有幾個
方面，包括過時的上市條例，「等於在我競
選期間及候任期間，我都學多了很多金融知
識，就是發覺如果我們的上市條例，不去看
一下，可能會錯失了一些機會。因為這些企
業的性質都變了，今日的上市條例如果仍然
是磚頭的企業為主，實在難以可以追得上時
代的需要。」
同時，很多相對社會發展顯得過時的法例
也需要革新，包括在規劃、樓房管理、消防
安全等方面。她相信未來5年在檢討法例、
更新法例方面的工作都會佔用政府相當多的
精力和時間。
被問及如何在政府部門內做到拆牆鬆
綁，林鄭月娥指出，太多的規矩不單窒礙創
新，也會影響日常工作效率，故呼籲各位議
員要幫政府「拆牆鬆綁」，「因為我留意到
立法會很多時每次進行一些政府賬目審議或
者基於申訴專員的報告，結論都是說加多幾
層規管或出多幾份指引。所以這個就是正正
為什麼累積到今日這麼多規規矩距。」

檢討過時法例 為創新拆牆鬆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長
者輪候入住院舍時間甚長，林鄭月
娥昨日指出，特區政府在目前缺乏
土地下，仍然「幾條腿走路」增加
院舍宿位，又指未來的安老方向會
以家居、社區照顧為重，願意在這
方面投放額外資源。
林鄭月娥在答問大會上回答民建

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提問時指，必
須重新審視院舍是否照顧長者的最
佳選擇，因長者普遍不太想離開熟
悉的家居環境，希望能夠在家安
老，「所以未來的方向一定是從家
居、社區照顧為重，而院舍是一種
輔助。所以我會很願意在這方面投
放額外資源，希望大量提供社區和
家居照顧，從而讓長者可以在自己
熟悉的環境安享晚年。」

長者社區服務 目標「零輪候」
李慧琼問到林鄭會否大膽提出輪

候入住院舍時間的承諾，林鄭指之

後會研究是否提出長者社區服務輪
候時間的承諾，「或更加大膽，是
一個零輪候時間的承諾」，但承認
在院舍服務方面有實際困難，因為
香港面對土地樽頸，是連錢都解決
不了的問題。
她續說，特區政府已經「幾條腿

走路」，希望能夠增加特設安老院

舍，例如社會福利署的「私人土地
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在這個
計劃的幾十項完成之後，亦能夠增
加相當多的安老院舍宿位。但我都
在這裡借題發揮，都是呼籲各位議
員要幫助我們開拓土地。有土地資
源，其他問題相信都可以迎刃而
解。」

多招增安老宿位 社區照顧落重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林鄭月娥在政綱
中提出成立旅遊局，她昨
日指改組政府架構需時，
研究由一名司長協調跨部
門研究旅遊業問題。
林鄭在答問大會上回答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
提問時指，訪港旅客人次
今年以來回升，今年5月

的按年升幅有3%，首5個月也升了3.2%，「所以現
在要透過更多政府的行為，將這個好的勢頭繼續下
去。所以簡單來說，我們一向所做支援旅遊業的工
作，我們一定會繼續去做。」

設旅遊局涉改組需時
她坦言，自己沒有辦法可以即時成立旅遊局，因
為改組政府架構相當複雜而且需時，但她會提出由
一名司長進行跨部門研究，檢視現時旅遊界面對的
大小問題，檢視是否能夠透過跨部門協作為旅遊界
提供更好安排。
林鄭認為，旅遊業佔香港經濟雖然只是5%，但
就業機會比較多，因為涉及需要人手密集的行業，
「所以對香港來說，旅遊業是有它很大的重要性，
我們一定會投入資源和提出一些新的政策措施來鞏
固、提升香港旅遊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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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
警方的克制與文明在全球位居前列，惟
反對派近年不斷無理指責警員「濫
權」，圖營造自己「受迫害」的形象。
「香港眾志」立法會議員羅冠聰昨日
稱，要賦予監警會更大監察權力，減少
警察「濫權」云云。林鄭月娥強調，她
看不到羅冠聰指稱的、近日有很多警隊
「濫權」的狀況，認為有任何人，包括
示威者倘感覺受到警隊不公平對待，應
循目前投訴機制處理。
羅冠聰昨日在答問大會上聲稱，警隊

近年聲望「每況愈下」，更以社民連主
席吳文遠報稱被警員毆打一事，詢問林
鄭月娥上任後會否積極「整頓警風」，
賦予監警會更大監察權力，減少警察
「濫權」的狀況，令警隊「重獲民心」
云云。
林鄭月娥回應說，過去一段日子，社

會上多了很多爭議性事件，令警方特別
是前線的警務人員承擔了很大的壓力。
不過，她看不到羅冠聰所稱的近日有很
多警隊「濫權」的狀況。
她續說，「在這麼多前線警務人員在

日常與市民，特別是一些示威市民互動
的時候，如果有任何市民、任何示威人
士覺得受到不公平對待，是要信我們是
有投訴機制、有調查機制，是有還市民
公道的機制。」
林鄭月娥又認為，每一個部門都可以

有改善工作的空間，故她在競選期間提
出希望和整個公務員團隊在「創新」、
「互動」、「協作」方面，通過好的方
法改善回應市民日益增加的訴求。

監警機制有效
未見警隊「濫權」

■議員和新
局長握手寒
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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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首次出席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首次出席立法會特首答問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姚思榮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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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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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以長者社區服務「零輪候」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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