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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強：鄉局是政府堅強後盾
強調愛國愛港愛鄉不動搖 冀推50億元鄉郊發展基金

昨日的團拜人氣鼎盛，
林鄭月娥，王志民，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張建
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
政司司長鄭若驊，中聯辦副
主任何靖，外交部駐港副特
派員楊義瑞，解放軍駐港部
隊副參謀長楊曉海等均前來
到賀。特區政府多名局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
協委員，立法會議員，地區領袖及鄉紳也
在場共慶新春。

國家和平崛起無人可擋
劉業強致辭表示，國家度過了不平凡的
2018年，在各條戰線上總結改革開放40年
的經驗，並進一步深化，同時沉着有序地
應對由美國挑起的貿易糾紛。
他又指，今年將會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70周年的喜慶大事，堅信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中國和平崛起誰也擋不住。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前在《告台灣同胞

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提出推進和平統一的五點重大政策主張，
包括「探索『兩制』台灣方案」，開啟了
祖國和平統一新階段。劉業強認為，這是
具有歷史意義的宣言，以「一國兩制」和
平解決台灣問題，是非常正確的辦法，而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21年來，也說明
了這是兼容並蓄的有效方法。

至於香港的情況，劉業強
批評有一小撮人決意與新界
人抬槓，挑戰基本法權威，
挑戰基本法第四十條所賦予
的新界原居民合法傳統權
益，對丁權提出司法覆核。
他強調，無論判決如何，

都絲毫不會動搖新界人愛
國、愛港、愛鄉的信念，也
不會割斷對國家的忠誠，

「這是新界傳統，也是700多萬香港中國
人的傳統，愛自己的國家是應有之義。」
他說，鄉議局雖然對特區政府某些缺失
有怨言、有不滿和不同意的地方，但會懷
着求同存異的態度去看待，因為世上沒有
一個政府能夠做到百分百完美。
鄉議局會充分理解當家的難處，在特區

政府以民為本、依法治港的大前提下，必
然是特首和領導班子的堅強後盾，也是忠
誠和可信賴的朋友。

對特首說：妳真是辛苦了
他最後更對林鄭月娥說「過去一年妳真

是辛苦了」，但香港及新界社會對她依然
有所期望，希望她善待「子民」，特別善
待城鄉仍有甚大差異的新界社會。
被問到政府可如何善待新界社會，劉業

強笑言希望陳茂波手鬆一些，在新年度財
政預算案接納鄉議局的建議，推出共50億
元的鄉郊發展基金。

民政事務
局局長劉江
華昨日在新
界鄉議局新
春團拜上表

示，鄉議局是特區政府的可
靠夥伴，而政府也十分重視
新界鄉郊地區的發展，包括
建造及優化各項基礎設施、
資助電訊商到偏遠鄉村鋪設
光纖網絡等。他希望鄉議局
繼續與政府攜手合作，有商
有量。
劉江華致辭時表示，新界

鄉議局是重要諮詢組織，也
是政府的可靠夥伴，一直以
來就新界發展及有關政策向
政府建言獻策，並積極反映
新界居民的意見，協助政府
掌握鄉情民意，確保各項措
施配合地區需要，並得到妥
善落實。
他強調，政府十分重視新

界鄉郊地區的發展，每年撥
款進行「鄉郊小工程計
劃」，建造及優化各項基礎
設施，包括修築河堤、設置
太陽能抽水系統，及興建和
修築行人通道、休憩處和球
場等，改善鄉郊的居住環

境，此外亦以資助方式鼓勵
電訊商到偏遠鄉村鋪設光纖
網絡，提升鄉郊居民的生活
所需設施。

鄉民共建理想社區
劉江華又提到新一屆鄉郊

代表選舉，指鄉郊地區持續
發展，居民的參與至為重
要，而今屆選舉反應相當踴
躍，當中村代表的整體投票
率超過六成，足見居民關心
社區事務。他期望與當選的
村代表和街坊代表並肩努
力，為鄉眾建設更理想的社
區。
他並希望鄉議局今後繼續

與政府攜手合作，有商有
量，共同為香港開創更美好
的將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朗文

■劉江華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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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業強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個農曆新年假期
結束，其間經香港各口岸出入境達702萬人次，較
去年農曆新年同期的593萬人次上升超過18%。當
中內地訪港旅客有超過140萬人次，比去年的106
萬人次上升32%。不少內地旅客均經去年開通的高
鐵西九龍站及港珠澳大橋往來本港。

702萬人次出入境 年升18%
根據入境事務處數字，由本月4日（年三十）至

10日（年初六），共有1,401,396人次內地旅客入
境本港，比去年同期的1,064,932人次上升32%。
其中以8日（年初四）最多，當天有超過24.9萬內
地旅客到港，其次是年初三的24.7萬人。
高鐵西九龍站及港珠澳大橋的出入境人次，曾於

年初三雙雙錄得破紀錄新高的人流量，分別達10.4
萬人次及15.9萬人次。其中經高鐵西九龍站出入境
的內地旅客有超過7.1萬人次，經港珠澳大橋出入
境的內地旅客更超過9萬人次。
入境處昨日公佈前日（年初六）的數據顯示，當

天共有9.2萬人次經高鐵西九龍站出入境，當中超
過6.3萬人次為內地旅客，入境及出境分別有3萬
人次及3.3萬人次。同日經港珠澳大橋出入境有
11.1萬人次，當中逾半數，即約5.7萬是內地旅
客，入境及出境分別有2.8萬人次及2.9萬人次。

140萬內地客來港過年
同比增3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新界鄉議局按慣例在初七「人

日」舉行新春團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

民，與數百名政界和地區人士出席。鄉議局主席劉業強致辭時強

調，新界人愛國、愛港、愛鄉的信念絲毫不會動搖，「這是新界傳

統，也是 700多萬香港中國人的傳統，愛自己的國家是應有之

義。」他又指，即使對特區政府一些施政有不同意見，鄉議局仍會

是特區政府的堅強後盾。 ■鄉議局舉行新春團拜，林鄭月娥、王志民及數百名政界和地區人士出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賓主一起主持切金豬儀式。

政府宣佈在明年12月1日起終止模擬
電視廣播服務，全面轉為數碼電視廣
播，並計劃對受影響的18萬住戶中的合
資格人士提供資助，幫助他們購買數碼
電視或多功能機頂盒。本港近9成家庭
已轉用數碼電視廣播，淘汰模擬廣播、
技術更新換代是大勢所趨，有利本港建
設智慧城市。唯在此過程中，政府必須
妥善支援基層市民換機，資助手續要兼
顧公平和簡單易行，讓基層市民也能更
好地享受新科技、接收新資訊，提升生
活質素。

數碼電視較之傳統模擬電視信號更穩
定、解像度更高，絕大部分有條件的家
庭均已轉用。政府現在提出取消模擬電
視廣播的時間表，是遲來的轉型換代。
翻查資料，香港在 2007 年 12 月推出數
碼電視廣播，原計劃是2012年年底就終
於模擬電視廣播，後來因為數碼電視滲
透率不高而押後至2015年，現在再延至
2020年才全面終止。美國、日本、英國
和澳洲等發達國家，均已終止模擬廣
播。

任何技術的更新換代，難免會有部分
市民受影響。本港目前尚有18萬個模擬
電視用戶， 當中不少是長者或低收入人
士，若他們不轉用數碼電視機或安裝機
頂盒以接收電視服務，明年12月起便無
法收看電視節目。因此，政府要制定完
善的支援政策，為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
提供資助，協助其更換設備，確保不會
有人因買不起新電視而無電視睇。

政府初步估計18萬受影響住戶中，有

16萬戶合資格接受資助。當局的資助計
劃年底推出，有關部門在制定相關資助
政策時，需吸取過往一些支援基層的政
策不到位、手續繁複的教訓，必須充分
考慮執行的便利，減省行政成本。例如
若相關低收入家庭本身有接受其他社會
福利計劃，當局已知悉其家庭收入狀
況，可循簡易程序批出資助，無須再次
申請或接受審查；又或者以一個特定的
收入水平劃線，讓有關家庭清楚了解是
否符合資格。

終止模擬廣播並非為了逼人換電視，
而是為了善用有限的頻譜資源。專家估
計，清空出來的頻譜將會用作低頻率的
5G 服務，解決本港部分地區的 5G 盲
點，以及改善港鐵站、會展、機場等流
動電訊熱點的擠塞情況。

2019 年被稱為「5G 元年」，包括本
港、內地、歐洲在內，多個國家和地區
都打算在年內發放 5G 牌照或進行試商
用，過程中需要更多無線頻譜資源以完
善無線網絡基建。特區政府於2017年底
正式發佈「香港智慧城市藍圖」，計劃
於智慧出行、智慧生活、智慧環境、智
慧市民、智慧政府和智慧經濟六大方面
打造「智慧香港」。建設「智慧香
港」，政府和業界須共同努力，不僅要
讓香港在激烈的新經濟競爭中立於不敗
之地，也要讓普羅大眾更便利地使用，
特別是要借助新技術令基層家庭掌握新
資訊，獲得接受教育、增值的新機遇，
以利基層家庭脫貧。

簡化資助手續利電視廣播更新換代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下周二在中聯辦大樓舉行春

茗團拜，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員出席。中聯辦打開
大門，真誠與本港各界、各階層、各種政治取態
人士溝通，增進信息交流和互信，有利香港把握
國家發展機遇，更全面準確地推進「一國兩制」
事業，值得點讚。但反對派對到中聯辦春茗團拜
這種正常的交往卻心存猜忌，抱持為反而反的陰
暗心態，明顯違背主流民意、昧於時勢。希望反
對派從有利香港發展、造福港人的立場出發，改
變事事對抗的惡性作風，積極與中聯辦溝通交
流，以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聯辦作為中央駐港機構，聯繫香港社會各界
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香港居
民對內地的意見，是基本職能之一。王志民主任
強調，「中聯辦開放的大門會愈開愈大」，並推
出一系列靈活親民的措施，包括舉辦「公眾開放
日」，組織中聯辦員工「學粵語、講粵語」，推
出「員工專欄」、中聯辦微信公眾號等，進一步
強化中聯辦作為香港市民與內地溝通的橋樑角
色，受到香港各界普遍歡迎。

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視、關心、支持香港發展，
自2017年「七一」期間親臨香港出席回歸20周
年慶祝活動並發表系列重要講話，為香港發展指
路引航、加油鼓勁，帶動香港形勢發生重大好
轉。正如王志民主任最近在新春酒會致辭時所
指，香港社會形勢發生明顯積極變化，是「風更
清、氣更正、人心更齊」的一年，並以三個
「好」形容香港的新形勢：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
同胞的深厚情懷，引領香港形勢持續穩中向好；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領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和管治
成效好；香港社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態勢

好。去年兩場立法會補選結果也顯
示，香港正呈現排除

政爭干擾、凝神聚力謀發展的新態勢，主流民意
希望政府與社會、不同政黨以對話代替對抗，以
溝通促進合作。

去年4月王志民主任應邀到立法會出席午宴，
當時有 10 名反對派議員出席，當日氣氛輕鬆愉
快，王志民主任承諾回請全體議員。如今香港政
治氣氛日趨緩和，剛好在農曆新年的喜慶時節，
中聯辦邀請包括反對派在內的全體立法會議員到
中聯辦大樓作客，「食餐飯、傾吓偈」，是禮尚往
來的正常交往，進一步展示中聯辦植根香港、融
入香港、服務香港，與香港各界「同心同向同行」
的初心和承諾，這也是中央和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
願望，反對派一口拒絕中聯辦的邀請，未免不近人
情，不合禮儀，更與香港主流民意背道而馳。

新春期間，隨着港珠澳大橋和香港高鐵的運作
漸入佳境，出入境人次都創新高，證明香港與內
地融合更加緊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即將出
台，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大勢所趨、
機遇所在。中聯辦加強與香港各界的溝通，促進
香港與內地的良性互動，目的就是讓港人充分了
解國家和大灣區發展的最新進展，協助港人抓住
發展新機遇，用好中央推出的各項惠港利民政
策，鞏固「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和基本法的
有效落實。

反對派在香港政治板塊中佔有一席之地，有責
任為香港的繁榮穩定、長治久安發揮應有的作
用。反對派若能大膽接過中聯辦伸出的橄欖枝，
相信絕大多數市民樂觀其成。相反，反對派畫地
為牢，繼續抱住過時的對抗思維，辜負中聯辦的
溝通誠意和善意，浪費溝通的機會，只會加重他
們凡事政治化的負面形象，未來的政治道路勢必
越行越窄。應否走入中聯辦、邁出溝通的一步，
反對派的確需要放下包袱、擇善而從。

中聯辦積極溝通值得肯定 反對派須改變對抗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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