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高俊威）特區政府

新班子上場不足 10

天，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昨日表示，新一屆

問責團隊已全速投入

工作，為香港注入嶄

新 動 力 ， 展 現 新 風

格，上周率先公佈每

年增加50億元經常教

育開支，全面照顧不

同 學 生 需 要 。 他 形

容，繼「安老號」、

「扶貧號」和「助弱

號」三艘船揚帆出海

後，「青年號」亦已

啟航，日後將「四船

並航，乘風破浪」。

張建宗昨日在網誌中指，教育是培育人才、
促進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最有效方法。投資

教育，就是投資香港未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
上任第三個工作天即率先公佈每年增加經常教育
開支，首階段涉及每年開支約36億元的優質教
育措施，全面照顧不同學生在不同階段的學習需
要。
他表示，這些措施包括向修讀香港合資格全

日制自資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提供每年3萬元免
入息審查資助；向修讀內地合資格學士學位課程
學生，提供每年5,000元免入息審查資助；升讀
銜接學位的副學位畢業生亦同獲資助。預計可讓
3.9名萬青年學生即時受惠。

增數千教席 穩教學環境
政府並會增加中小學教師與班級比例、加強

資訊科技人手支援、增設教席統籌特殊教育需要
等，將增加逾2,350個常額教席、840個特殊教
育需要統籌主任常額教席，及約1,000個資訊科
技人員和專職醫療人員職位。這將有助穩定教學
人員工作環境，吸引年輕教師及專業人才投身教
育界，提升教學質素。
教育以外，張建宗指出，當局也為青年人創

造更多向上流動機會，包括推出多項內地和海外
交流、實習、工作假期、在職培訓及師友計劃，

擴闊下一代視野，為迎接未來更廣闊的發展空
間，作好準備。

資助港青赴「帶路」國家交流
他續說，當局亦會資助青年人到「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進行交流活動，讓他們親身了解這
些新興市場的前景和機遇。此外，亦會資助社區
團體舉辦青年往內地實習和交流，了解國家最新
發展，包括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重點項目。
此外，三批香港青年學生將於暑假分別前往

甘肅敦煌、四川臥龍和北京故宮博物院交流實
習，學習文化遺產和自然生態保育知識，傳承文
化歷史，相信他們日後可為香港的創意文化產業
發展帶來更多創新意念。
張建宗提到，最近有5位參加了政府為大學生
而設的暑期實習生計劃的實習生，正於其辦公室
轄下的效率促進組負責網站更新、設計和支援工
作，並認為他們性格開朗、充滿活力和創意，對
前途抱有希望，談到香港所面對的挑戰和機遇
時，更非常有見地。
他表示，已邀請5位同學與他一同出席公開活
動，讓他們了解其工作；他也希望可從中多關
心、聆聽年輕人的心聲。
他指出，自己出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時曾提

出，「安老號」、「扶貧號」和「助弱號」三艘

船已揚帆出海。現在他要加上「青年號」這支生
力軍，「四船並航，乘風破浪！」

冀各界與政府同挺年輕一代
張建宗最後強調，青年是香港的未來，希望

社會各界能與政府同行，多理解、支持年輕一
代，協助他們各展所長，創造美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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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非 法
「佔領」行動期
間，示威者「佔

領」旺角彌敦道阻撓清場行動，違反法庭禁
制令，20人包括「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
被律政司控告刑事藐視法庭罪，日前在高院
開審。黃之鋒在庭上認罪，但卻表示自己有
一個心願，將來希望參選立法會，但如判囚
3個月，就會中斷他的夢想。他更指，從來
沒有利用名氣刺激「佔旺」、沒有暴力行
為，他更以為禁制令警告不適用於他云云。

原來，中國過去有「刑不上大夫」之說，
而在「民主英雄」黃之鋒心目中，也一樣有
「刑不上之鋒」的想法，禁制令可以適用於所
有人，就是不適用於他，他以為自己是誰？不
知道黃之鋒這樣狂妄想法從何而來，是否因為
他多年犯法纍纍，至今都不用承擔法律責
任，因而以為自己真有了犯法的「保護傘」？
黃之鋒在庭上認罪是理所當然，他當日阻

撓清場證據確鑿，還有何抗辯理由？但他的
認罪卻不是真心悔過，而是為了參選，他直
指是擔心被法庭判刑超過3個月，會令他未

能參選，所以希望法庭從輕發落，讓他可以
實現夢想云云。這個求情理由可說是荒謬絕
倫，黃之鋒能否參選與案件何干？與香港利
益何干？他能否參選怎可能作為求情理由？
這豈不是說，只要將來要參選，都可要求法
庭不能判超過3個月，香港還有何司法獨立
可言？
刑事藐視法庭罪，就是指作出干擾司法的

藐視行為，例如在庭外或庭內作出擾亂訴訟
程序的行為，發表可能對法庭有影響的資
料，或侮辱法官等。根據以往案例，侮辱法

官或作出阻礙訴訟程序行為，最高可被判入
獄兩年或罰款5,000元。黃之鋒等在「佔
領」期間，多次帶領支持者阻撓清場行動，
抗拒法庭禁制令執行，這是公然對抗法庭的
行動，藐視法庭的權威，造成極為惡劣的影
響。而且，黃之鋒指自己沒有刺激市民「佔
旺」，這不過是企圖撇清責任的「語言偽
術」。黃之鋒是「佔領」搞手之一，多次策
動衝擊行動，包括衝擊政府總部，當時他還
信誓旦旦的表示會認罪云云。但到了法庭，
卻忘記自己說過的話，將自己由搞手變成參
加者，但這又騙得了誰呢？這樣毫無承擔、
毫無誠信的人，還說要實現參選夢，要成為
立法會議員，這本身就是一個笑話。
反對派及其喉舌近年不斷指香港法治受到

侵害，這個結論沒有錯，但始作俑者，正是

反對派之流，一邊策動違法抗爭，一邊又在
法庭鑽空子，企圖推卸責任，「佔中三
丑」、周永康、黃之鋒等人因為「佔領」坐
牢了嗎？一日都沒有坐過。現在干犯刑事藐
視法庭罪已是無從抵賴，但黃之鋒還說自己
要參選，所以不能判刑過重，這某程度是以
政治向法庭施壓，做的就是政治干預法治。
這些年來，究竟誰在破壞法治、誰在干預司
法獨立？反對派及其喉舌鸚鵡學舌的指香港
法治不斷受侵害時，不會面紅嗎？
黃之鋒等人如果還有一些羞恥之心，現在就

應該坦然認罪，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而不
是砌詞狡辯，擺出一副朕即法律的姿態。現在
正是時候讓黃之鋒知道，他並不能凌駕法律之
上，他是否參選更與市民無關，市民關心的只
是他要不要為自己的行為負上刑責。

黃之鋒要參選竟成法庭求情理由？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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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官避事平生恥」林鄭努力開創新官場文化

習主席在視察香港時，多次勉勵特區
政府的公務員，要迎難而上，積極作
為。習主席指出：「『一國兩制』是前
無古人的創舉，香港社會、政治環境又
十分複雜，這就決定了在香港當官，不
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情。無論是全面
貫徹準確落實『一國兩制』方針，還是
務實解決經濟、民生方面長期積累的矛
盾和困難；無論是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歷
史、文化教育，還是依法打擊和遏制
『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
定，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
有的時候還要頂住壓力，保持定力。」

習主席指出香港官場文化的弊端

習主席這些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香
港目前官場文化上存在的問題。的確，
在香港當官不是一件輕鬆、舒適的事
情。有香港官員就曾經發出「官不聊
生」之嘆，也有部分官員養成因循苟
且、敷衍塞責的不良風氣，「不做不
錯」成為部分官員的座右銘。最新的例
子是，香港電台宣傳7月2日城市論壇的
口號竟然是：「『一國兩制』大智慧，
『呃足廿年』不堪提，主席贈言『信國
家』，黑布紫荊慶回歸？」許多社會人
士都指出，這是對回歸20年的香港以及
「一國兩制」的公然侮辱，亦是向第五
屆特區政府的公開挑戰。但管理港台的
政府官員一向表現是懼怕下屬，對這樣

的事情也是裝聾作啞，默不作聲，任由
極少數人在製作節目時胡作亂為。

林太力圖扭轉因循苟且的官場文化
林太新班子7月3日開工，她正全力

以赴，力圖端正官風，有所作為。她表
示，定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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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還強
調，「港獨」在香港完全沒有出路，未
來特區政府將嚴格依法辦事，所有「港
獨」行為都違反本地法律，必須嚴格執
法；特區政府將做好教育工作，加強青
少年對國家的認識，杜絕「港獨」傳

播。林太傳遞了新一屆政府的兩個信
息：一是將毫不動搖、旗幟鮮明地反
「港獨」，承擔起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
繁榮穩定的憲制責任；二是重視國情教
育，將進一步增強港人尤其是青少年的
國家民族觀念。希望任內創造有利條件
做23條立法工作，並強調政府要扮演
主動及主導角色，為立法創造合適條
件。這些都展示林太作為特區第一責任
人，努力按照基本法辦事的決心。
她第一次以特首身份出席立法會答問

大會，全力展現友善姿態，提出改善行
政立法關係的四點措施，親力親為以實
際行動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初見成效。之
後林太在其社交網站發佈帖文說：「呢
個係好開始，但願明天會更好！」林太
宣誓就任後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表
示，自己喜歡親力親為，倘若在推行政
策時與政府內部的想法不同，她會願意
改變政府的思維。

期待林太充分履行職權 落實行政主導

基本法所規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
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而
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熟
悉香港政治的人都知道回歸近20年來
的「弱勢特首」現象，行政主導面臨
實際不能運作的體制性尷尬。香港政
制由基本法中的行政主導演變為實際
中的「弱勢特首」，有複雜的客觀原
因。要扭轉這種弱勢，很重要一點，
就是要看特首能否充分履行基本法中
規定的特首的職權，勇於承擔起時代
賦予的神聖職責。因此，廣大市民都
期待林太敢於和善於履行基本法中規
定的特首的職權，改變「弱勢特首」
的局面，扭轉過去官場因循守舊的不
作為風氣，堅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
行政主導的體制，帶領政府團隊以積
極有為的施政理念，團結社會各階
層，迎難而上，努力開創更加美好的
明天。

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港期間，在會見新班子時諄諄勸勉：「為官避事平生恥」，這對端正香港

官場風氣猶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自宣誓就任以來，努力改變過往不良的官場

習氣，以新的施政理念和明快務實的風格，努力開創新的官場文化。廣大市民都期待這種施政新風

能夠貫徹落實到特區政府每一位成員，讓特區政府的施政措施能夠落到實處，見到成效。

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

新班子速注新動力
「四船並航」助港破浪

香港回歸20周年，國家
主席習近平率領中央代表團
來港三天，充分顯示中央對
香港的關心和支持。習主席
發表一系列重要講話，對我
們全面準確認識「一國兩
制」、貫徹推進「一國兩
制」不走樣、不變形，有重
要啟發和意義。
習主席在多篇講話中，重

溫了「一國兩制」的初衷，
肯定了「一國兩制」及回歸
20周年的成就，對香港所
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包
括年輕人對歷史文化的認識
不足及對香港基本法的理解
不足等，都提出具體及到位
的意見。

「港獨」是危險發展方向
習主席也提出必須準確把

握「一國」和「兩制」關係
的立場，指「一國」是
「根」，亦是「本」，更是
「兩制」的基礎。他不僅重
申中央的一貫立場，更坦白
點出中央不容挑戰國家主權
的底線。這是習主席的溫馨

提醒，亦是醍醐灌頂。過去幾年，部分
人刻意歪曲或錯誤理解「一國兩制」，
將「一國」與「兩制」的地位等同，更
以「兩制」頂住「一國」，將「兩制」
無限擴大至完全自治，甚至冒出「港
獨」思潮，這些都是危險的發展方向。
我們必須堅持確立「一國」意識，堅

守「一國」原則，這不單是從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角度出發，更
是從港人的利益出發。只有堅守「一
國」意識，才能讓「兩制」有更鞏固的
根基，港人必須有國家觀念，尊重中央
在「一國兩制」下的權力，才可讓「一
國兩制」行得穩，行得遠。
民建聯亦十分認同習主席所講的「蘇

州過後無艇搭」，香港必須抓住機遇，
團結一致，放下爭鬥，發憤圖強，將精
力集中於發展及建設香港，追回過去因
泛政治化出現內耗及空轉，被周邊城市
趕過及錯過的機遇。香港憑藉祖國的堅
強後盾，必然可以提升競爭力，發展得
更好。
回顧習主席抵港首天提到來港的「三

個目的」，勉勵港人的「三個相信」，
及與港人一起「總結經驗，展望未來，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期許，
民建聯深感鼓舞，亦覺任重道遠。我們
將繼續與特區政府及市民一起，支持
「一國兩制」、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
會穩定、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作出所
有貢獻。

註：標題及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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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就香港電台《城市論壇》
7月2日以「『一國兩制』大智慧，『呃足
廿年』不堪提？主席贈言『信國家』，黑布
紫荊慶回歸？」為主題，香港資深傳媒人員
聯誼會發表嚴正聲明，對香港電台容忍下屬
人員肆意攻擊回歸活動，攻擊國家領導人感
到不解和憤慨，並要求香港電台總編輯、主
管香港電台的特區政府有關部門解釋，並對
惡意放毒的節目製作人加以紀律懲處，杜絕
類似事情再發生。
香港資深傳媒人員聯誼會指，儘管有關
人等以標點符號來玩弄「文字技巧」，但遮
掩不了他們反對中央、搗亂香港的立場，掩
飾不了對回歸的仇視，對慶回歸活動的不
滿。該會對《城市論壇》主持人利用本身的
職權去推銷反回歸、反「一國兩制」、反國
家領導人的言論表示強烈不滿，要求香港電

台總編輯、主管香港電台的特區政府有關部
門解釋，並對惡意放毒的節目製作人加以紀
律懲處，杜絕類似事情再發生。
該會批評，長期以來，香港電台有一小

撮製作人，懷着仇視國家、抗中反華的政治
目的，不斷利用其控制的大氣電波在播放毒
素，以低俗的言詞和誇張的做作諷剌國家領
導人，其中以香港電台的《頭條新聞》為領
銜表表者，「新聞工作者應該有社會責任，
不應造謠污衊，挑撥離間，製造對立和社會
不和諧，若堅持己見，不思改過，惹起公憤
是理所當然的事。」
他們呼籲特區政府和相關主管部門正視

這一事件，不能再聽之任之。一個已長了毒
瘤的部門，若置之不理，毒瘤只會越長越
大，只有下決心認真對付，才可使之恢復健
康。

《城論》攻擊領導人 資深傳媒人促嚴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剛卸任
的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日表
示，新一屆政府開始時運作氣氛順利，
期望此情況可持續下去。他又指，上屆
政府的醫委會改革草案被拉倒，但認為
建議醫委會業外人士由4人增至8人是可
以接受，他不希望見到立法會以極端手
段阻止市民參與醫生管理的工作。
高永文昨日接受電台訪問、回顧過去
5年在政府的工作時表示，這5年每日都
需要早上5時多起床，閱讀新聞和同事
的訊息，加上每日均戰戰兢兢地面對着
如何守護香港免受傳染病攻擊，所以精
神壓力比較大，現在卸任後每日可多睡
數小時，感覺較精神和輕鬆。
他感謝團隊的付出，避免出現重大的

傳染病爆發，而感到較遺憾的是改革醫

委會草案被拉倒，更不希望繼續見到立
法會以極端手段阻止市民參與醫生管理
的工作。他強調，海外醫生有限度註冊
在港執業，可以幫助人力特別短缺的單
位，不會減低本地醫生受聘、培訓及晉
升機會。
高永文指出，過去5年的工作，已為

本港醫療體制的將來訂立方向，切實計
劃最適合香港的醫療改革方案，繼續公
私營系統雙軌並行。而人力安排亦正逐
漸增加，每年將有400名新的實習醫生
加入，有望在8年至10年內可紓緩公營
醫療系統的人手不足問題。
他認為，本港的醫療質素有條件發展
國際醫療產業，但應先確保有足夠設施
及人力資源作配套，培訓同時要關注醫
學和醫德的質量。

高永文回顧工作：改革醫委會抱憾

■張建宗（前排左二）表示，已邀請5位在其辦
公室工作實習生，與他一同出席公開活動，讓他
們了解其工作。 網誌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