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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納青年聲音 不問政治取向
委會自薦擬年底推出 劉江華：公開公平公正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特

區政府愈來愈重視青年的聲音，民

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在記者會

上介紹施政報告有關民政事務範疇

的措施時指出，「委員自薦試行計

劃」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一個重

點工作，計劃首先會以招募青年委

員為目標，並已訂定了5個諮詢委

員會予他們參與，現正擬定遴選程

序的計劃，希望能於年底推出，首

個招募則希望在「青年發展委員

會」成立時已有自薦的青年委員加

入。他強調，計劃以公開、公平、

公正的方法處理，青年的政治取向

並非考慮點。

人民日報海外版：期待港收穫更美好五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林
鄭月娥周三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內
容包括公佈251項新舉措、469項持續推
進的工作。昨日出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
文章就此指出，好的施政報告需要切實
執行，發表施政報告是新一屆特區政府
成立100天後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發給
自己未來一年乃至五年的一份問卷。施
政報告承載着期望與承諾，凸顯着決心
與擔當，新一屆特區政府正努力用一次
新的開始，為香港擘畫一個新的未來。

該報「望海樓」專欄昨刊發這篇題為
《期待香港收穫更美好的五年》署名文
章，以「誠意滿滿、乾貨十足」形容施政
報告。

讚報告有心有力
文章認為，良好管治從「心」開始、多
元經濟齊頭並進、改善民生無微不至、與
青年同行有章有法，政府新角色、理財新
哲學從理念化為舉措，由現實指向未來，
一份兼具方向與方法、透射近景與遠景，

指出問題又給出答案的施政報告，讓人聽
出了「有心」、看到了「有力」。
文章又形容，對於施政報告，人們可

以「感受它的溫度」、「體會它的決
心」、「發現它的創新」。文章指，施
政報告堅持以人為本，殷切關注民生，
大到着力解決住房難問題，小到關照人
們生活起居，「讓人們重燃置業希望、
紓緩生活憂苦，報告裡有赤忱的為民情
懷。」對於香港社會經濟民生方面老大
難問題，施政報告沒有躲閃迴避，而是

積極應對，「有強烈的擔當意識。」此
外，施政報告「關注了熱點，給出了亮
點，報告裡有濃厚的創新精神。」

擔負習主席重託 建設香港
文章特別援引，習近平主席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的講話中指出，
「滿足香港居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繼續
推動香港各項事業向前發展，歸根到底是
要堅守方向、踩實步伐，全面準確理解和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文章說，特區政府將擔負起習近平主
席的殷殷重託，在未來5年把香港建設
得更好，把這份試卷捧在手裡、記在心
上，與香港市民同心戮力，努力答好。
文章最後指，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以

來，已經展現出新風采、新氣象，向好
的勢頭在鞏固，前行的步履更堅實。撥
去香港社會表面或有的嘈雜與浮雲，聚
心會神搞建設，握緊發展這把「金鑰
匙」，香港的明天會更美好，「一國兩
制」的事業將更壯闊。

反 對 派 在 反
「一地兩檢」

上，一再炒作都未能贏得主流市民
支持，唯有自製「大龍鳳」誘官員
「落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
莊昨日就在立法會的施政報告答問
大會上，聲稱有13個大專學生會
邀請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和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陳帆到場「講解高鐵的重
要性」，並聲言論壇上無對手，會
讓兩人「玩晒」云云。特首林鄭月
娥就輕易秒殺陳淑莊，指論壇倘不
需要互動，倒不如請他們到政府新
聞處網頁重溫各官員發言的錄影
帶。
大專院校學生會近年往往將一般

會議或論壇激化演變成衝突，陳淑
莊昨日就試圖要林鄭月娥「責成」
兩名司局長到大專院校出席論壇。
她一開口就先揚言「一地兩檢」破
壞保障「一國兩制」的基本法，然
後又聲言特區政府不做公眾諮詢，
再說自己現時給特區政府一個「機
會」，叫他們到學生會論壇「給我
們的下一代知道，高鐵是多麼重
要」。她還聲言，論壇無對手，會
讓兩名司局長「玩晒」、「霸
着」，日子任揀云云。
不過，林鄭月娥並無因此「中

伏」。她首先強調「一地兩檢」並
無破壞基本法，並強調有足夠法律
基礎。自7月25日開始，特區政府
已就「一地兩檢」做了很多解說，
亦到過立法會，本月25日更會在立

法會進行辯論，「我亦相信不少立法會議
員都認識這個方案、支持這個方案，所以
無謂再做這些拖延這件事的行動。」
她強調，高鐵的興建已經完成了95%，

港鐵公司亦很有信心在明年第三季可以開
通，「很多市民都很期盼高鐵的早日開
通，所以我都要權衡輕重，儘管會被你批
評為違反這個所謂『同行』的信念，都要
以香港最大利益為依歸。」

拒零互動論壇「何不睇片？」
至於「玩晒」的論壇去或不去，林鄭月

娥務實地反擊︰「如果這些學生的論壇只
是想聽司長、局長講，是不需要互動，亦
不需要問答、不
需要辯論，就請
去政府新聞處網
頁。我相信政府
新聞處網頁就有
袁司長、陳帆局
長和李家超局長
多次發言的錄影
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甘瑜

立法會沒有了社
民連梁國雄（長
毛），由誰來搞

事？答案就是「人民力量」的陳志全（慢
必）。昨日雖是施政報告的答問大會，但
不少反對派未有為香港市民設想，反而去
問個別英國人的入境問題。

毛哥「回魂」鬧劇依舊
陳志全就在會議開始時，在席間舉牌並

高叫口號，抗議特區政府拒絕英國保守黨
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入境，更一度想
走向特首林鄭月娥，最終被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要求離開會議廳。

搞事精神長存的長毛昨日其實亦有到
立法會。在林鄭月娥進場時，「長毛」
就在二樓公眾席大叫「林鄭月娥可
恥」、「劫貧濟富可恥」等口號，被梁
君彥要求︰「梁國雄先生，請你馬上離
開公眾席。」

網民寸兩丑夾戲
網民「Chung Ling」揶揄：「叫乜啫長

毛！叫完又收得工啦！叫左（咗）幾十年
好心你改下台戲啦！」
「Reno Chan」就怒道：「佢個×個都
話可恥㗎喇、最×可恥係佢自己呀！霸×
住間公屋！」

有網民就揶揄，陳志全繼承了長毛的
「遺志」，就是叫完口號提早收工，10萬
人工照樣袋袋平安。有人更笑言「兩兄
弟」其實夾埋做戲，叫完鬧完就可以齊齊
收工飲早茶。
有網民則回帶，話「長毛」此前話立法
會建制派提出修改議事規則阻拉布，「市
民必要時要衝入立法會阻止。」不過，佢
噚日衝都唔衝吓噃。
「Chok Lam Chan」似乎有點認真鳥：

「任佢衝立法會，佢鍾意坐監，比（畀）
佢去坐足下半世。」「Alex Lai」揶揄
道：「呢條×街叫人衝之嘛，自己就匿係
（喺）最後面。」

「Ming Chan」也道：「小心呀各位，
又有人想玩精人出口嘞。」

■香港文匯報者 甘瑜

該5個諮詢委員會包括青年發展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創新、科技及再工

業化委員會，環境運動委員會和禁毒常務委
員會。劉江華指出，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
「青年發展委員會」將於明年初成立，他將
統籌各部門有關青年發展的工作，希望能協
調、督導未來青年發展的工作。
行政長官亦會主持青年高峰會，檢視青年
政策及青年發展的工作及與青年對話。劉江
華表示，現時的青年事務委員會正進行有關
青年政策的諮詢，即將完成並交予新的青年
發展委員會進行跟進工作。
他強調，特區政府很希望有多點青年聲音
帶進政府，「聆聽青年的聲音是重點，所以
在眾多政府諮詢架構中，我們期望在這屆政
府內，青年所佔的比例可由現時約8.4%逐
步增至15%，這是個比較進取的方向，我們
希望能夠有多點年輕人加入政府諮詢架
構。」

續推進重點實習交流
劉江華並提到，特區政府過往每年均資助
近兩萬名青年參與交流及實習活動，去年較
重點項目是於內地故宮及臥龍的兩項實習計
劃，計劃反應非常理想，因此該些重點項目
未來會繼續推進。
就施政報告宣佈明年將推行「青年共享空
間計劃」，支持已活化工廈和商廈的業主撥
出樓面作為共用工作空間或創作室。
劉江華指出，現時已有兩萬平方呎的用地
可即時使用，特區政府將交予藝術發展局營
運，原因是藝發局現已於黃竹坑有一個藝術
空間，且運作得相當好，期望該兩萬平方呎
空間交予藝發局後，可於明年初開始營運。

已備用地作藝術空間
他續說，當局亦已於香港仔的舊消防局用
地所興建的一些商業用途樓宇當中，預留了
一些空間予藝術工作，再加上即將動工、由
棄置校舍改裝的大埔藝術中心，相信未來數
年會在文化藝術工作有較大的發展。
劉江華指出，特區政府今年特別資助一些
藝團到海外及內地演出，效果非常好，當局
會繼續資助，讓本港藝術工作者的空間不單
在香港，「我們更加探討在內地舉辦『香港
周』，讓我們的藝術工作者加以發揮，讓香
港的文化藝術能走到海外及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
運動員近年於國際賽事上屢創佳績，
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昨日表示，特
區政府會於未來5年撥款1.5億元資助
隊際球類發展，希望該些隊際活動能
在亞運取得好成績，同時鼓勵更多年
輕人參與。
劉江華在記者會上指出，未來5
年會撥款1.5億元資助籃球、排球、

手球、水球、冰球、曲棍球、棒球
及壘球。就體育界一直希望利用學
校在周六日課餘時間的空間，進行
一些體育訓練工作，民政事務局已
與教育局合作，邀請學校參與，並
收到 100 間學校表示願意參與計
劃。
他表示，當局正為體育總會與學校

進行配對，期望學校於未來能提供更

多支援，令體育空間及下一代的年輕
人能多參與運動及體育工作。
至於上屆特區政府落實的18區逾40

項康體工程，劉江華指當局將於未來
數年陸續分階段進行，其中26個項目
將在未來5年上馬，還有15個會在未
來5年策劃。
至於啟德體育園的資格預審工作亦

已完成，政府會待3位已獲揀選的投
標者完成設計後，明年會選取一個合
適者並正式動工。

政府撥1.5億推隊際球類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一直致力改善行政立
法關係。在公佈施政報告後，她擬於
下周一中午在禮賓府宴請立法會議
員，但聲稱「有意改善與行政之間關
係」的反對派再次口是心非，稱施政
報告內容「不合意」，冷待是次邀
請。
據悉，林鄭月娥在發表施政報告

後，即通過特首辦與各黨派議員接
觸，希望邀約他們下周一到禮賓府午
宴，加強彼此溝通，並於昨日發出了
正式的邀請。
不過，反對派就冷待是次邀請。民

主黨聲稱，他們「很久之前」已經約
了機管局負責人午宴，不想失約，故
僅派出涂謹申代表該黨。
不過，涂昨日聲稱，林鄭月娥在

答問大會上有關入獄的年輕人的回
應令他「感到憤怒」，遂決定爽
約，更不排除該黨最終不會有代表
出席。
公民黨則只有郭榮鏗、楊岳橋、譚

文豪出席，「專業議政」暫知梁繼昌
不會出席，而激進「本土派」的5名
議員，包括陳志全、朱凱廸、梁耀
忠、張超雄、毛孟靜則全部缺出席。
反對派今日會在「飯盒會」上交換彼
此的立場。

學長毛趕收工 慢必嗌完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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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莊無理取鬧被
秒殺。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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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全繼承長毛「遺志」，叫完口號，
提早收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劉江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政府過往每年均資助近兩萬名青年參與交流及實習活動，其中較重點項目是內地故宮及臥龍的兩項實習計劃，反應非常
理想，未來會繼續推進。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