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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納意見廣聆聽 重拾信心重出發
慶回歸升旗禮酒會舉行 強調汲取教訓改善施政作風林

鄭
：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升旗儀式昨晨8時在金紫荊廣場舉行。全
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

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特派員謝鋒，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司令
員陳道祥、政治委員蔡永中，以及中央駐港機構代表、特區政府官員、
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等出席。受天氣影響，嘉賓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室內
觀禮。

五點工作革新 聆聽青年心聲
在國歌聲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區區旗冉冉升起。特區政
府兩架直升機分別懸掛國旗和區旗飛過維多利亞港上空，消防處滅火輪
噴灑着水花駛過維港水面。
在升旗儀式結束後，林鄭月娥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近月發生的事，
令市民和政府之間產生矛盾和紛爭，也令我徹底明白，作為從政者，不
時都要警醒自己，要準確掌握民情。我亦深切體會到，縱使有良好意願，
也必須要開放包容；縱使政府須重視行政效率，也必須耐心聆聽。」
經過這次事件，她表示會汲取教訓，確保政府日後工作更貼近民心民
情民意，積極回應社會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求。「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政
府的施政風格需要改變，要變得更開放、更包容，聽取民意的工作要革
新。這些工作刻不容緩，會由我開始，包括：
—我會安排更多時間，親自會見不同黨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

的人士，讓我保持政治觸覺，掌握社會脈搏；
—我會透過不同途徑主動接觸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
—我會加強政府整體就不同政策或社會關心的議題，與不同人士溝

通，並進行更全面、準確、及時的民意分析，以更好地掌握民情；
—我和團隊會進一步加強行政立法溝通，目標是提早在政策醞釀

階段，了解不同黨派議員的關注，並在政策細節制訂時的不同
階段跟議員商討，吸納意見，促成良性互動；及

—我會確保政府內部在制定政策時審時度勢、反覆推敲，在執行
時部門間充分協調，使政策利民便民。」

林鄭月娥承認，「我知道政府要改善的還有很多，我們會繼續吸納社
會的意見，持續改善政府施政。」

改善經濟民生 提升香港優勢
她並強調，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非常多，外圍環境不穩，中美貿易摩
擦尚未化解，香港經濟的下行風險正日益增加，「大家需要投放精力，
做好防禦工夫，適當應對。政府的工作不能停頓下來。……未來我們亦
要做許多改善民生的工作。我們要進一步改善教育、醫療，為青年人提
供更多機會，增加安老、幼兒等社會服務，以至處理最棘手的房屋問題
等。」
林鄭月娥指出，回歸22年，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雖然
經歷不少變遷、起跌，但總體而言，香港保持繁榮穩定，在「一國兩
制」下繼續發揮「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在「一國」之
下，香港受惠於國家改革開放，在社會、經濟和民生各領域得到更加大
的發展和增長空間；在「兩制」之上，香港回歸後仍然是世界公認最自
由的經濟體之一，基本法充分保障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她強調，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把握香港的各種優勢，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這些工作都需要我們一起籌謀，同心協力。持不同意
見、擔當不同崗位的每一位香港人，都愛護這個地方，珍惜彼此一直重
視的價值。「我和特區政府一定會加倍努力，讓大家重拾信心，讓香港
重新出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香港特區政府昨晨舉行升

旗儀式和酒會，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昨日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她會汲取近日事件的教訓，

改變政府的施政作風，包括安排更多時間親自會見不同黨

派、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人士；透過不同途徑主動接觸不

同背景的年輕人，聆聽他們的心聲；加強政府整體就不同政

策或社會關心的議題，「我知道政府要改善的還有很多，

我們會繼續吸納社會的意見，持續改善政府施政。」

珍愛香港 協力建設
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原香港特區立法

會主席范徐麗泰：「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
實踐來之不易。香港回歸22年來，經歷了一
次又一次的挑戰，有人甚至處心積慮破壞
「一國兩制」，但「一國兩制」經受住考
驗，而且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完善與發展。飲
水思源，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發展。如果沒有
中央支持，香港沒有今天。香港的明天不會
自動變得更好，而是需要通過大家的努力。
我們不要破壞要建設，不要暴力要守法。

暫緩修例 回應訴求
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政府已回應訴求，

暫緩修例，效果已等於撤回，更再三強調不會
再提出，但不檢控搞事分子的要求，是違背香
港作為法治社會的精神。特首已顯示了她最大
的誠意，我希望所有示威者都明白，其實要予
政府一個機會和他們溝通，讓香港重回正軌。
香港是一個很珍貴的地方，我們不想將自己好
的地方搞垮，令國際社會對香港失去信心。

制止衝擊 警方有責
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謙：林鄭月娥在演辭中

說出了心底話，早前亦已承認在修例事件中

低估民情，及向市民道歉，至於示威者的其
餘四項訴求是不能接受的，因為警隊有責任
執法，應當追究涉及刑事攻擊的犯罪者，且
香港有完善的法院審訊，而香港是一個法治
社會，希望不要有人再發起所謂「不合作運
動」或衝突，這並非香港人想見到的。

社會分裂 重挫經濟
行政會議成員林健鋒：就修例引起的爭議

應告一段落，如果社會長期處於分裂狀態，
對社會經濟、民生都沒有好處，所以香港要
向前，正如特首所言，會改變作風，希望新
作風能緊貼民意，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施
政。被問到要透過電視屏幕觀賞升旗儀式，
他指出，天文台昨晨已發出雷暴警告，儀式
前亦下過雨，有關安排適合。

暴力行徑 危害香港
警務處前處長曾偉雄：7月1日回歸日是重

要日子，這不僅是政府的日子，也是市民的
日子，示威者不應妨礙其他市民的權利。事
實上，不法分子的違法行為大家有目共睹，
視法律如無物，有人若以不負責任方式去包
裝暴力行為，只會將香港推向險境，並表明
他個人認為無必要就「6·12金鐘衝突」成立
獨立調查委員會，此舉只會浪費時間，應使

用現有機制處理紛爭。

「特赦」荒謬 破壞法治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示威者

的「五點訴求」，政府可以回應的都已經回
應，但關於不可以作「暴動」定義，根本是
破壞法律，要求「特赦」是荒謬，對嗎？現
在香港仍需要這個團隊去領導，她（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有能力去做的，她亦表示將會
盡量聆聽大家的意見，才再在她的施政中做
一些具體的決定，這方面一定會有改善的。

財經中心 首重穩定
全國政協委員、有線寬頻主席邱達昌：你想

政府怎樣呢？政府已經說願意改進，希望大家
能夠明白，那五項訴求是很難做到的。香港是
一個財經中心，最重要是香港能夠穩定。

支持監警 特別調查
監警會副主席、立法會議員謝偉銓表示，
委員基本上支持監警會成立特別調查委員
會，調查「6·12衝突」情況，本月初會舉行
會議，詳細調查細節及安排有待商議。
他又說，委員昨日觀察「七一」遊行情

況，其後亦會向警方提出意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溝通各界 着眼未來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智光：公務員會竭盡所能，服務社會

及市民，並聆聽各方意見，多溝通，有信心社會可以向前，
希望與市民合力推動本港未來發展。

和平表達 包容尊重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示威要顧及他人權利，在表達言論自

由同時都要顧及他人的權利及自由，大家要用和平、包容及
互相尊重的方法，這是最好的。

努力工作 齊向前看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修例引發風波後，政府整個團隊

都全力努力工作，希望社會向前看，令政府工作做得更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林鄭月娥昨日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林鄭月娥昨日在酒會上致辭時表示，，會汲取近日事件的教訓會汲取近日事件的教訓，，改變政府的施政作風改變政府的施政作風。。

■特區政府昨晨舉行升旗儀式，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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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 洋

A4 香港回歸 周年22

昨日是香港回歸22周年紀念日，本是香港
各界共同慶賀的喜慶日。但是，一班蒙面黑
衣人又一次發動大規模的暴力衝擊行動，他
們公然把金紫荊廣場升起的神聖國旗換成黑
色旗幟；更目無法治不斷衝擊警方的防線，
直至發展到衝擊立法會大樓，非法進入並大
肆破壞，令立法會大樓滿目瘡痍。是可忍，
孰不可忍。暴徒喪心病狂的行為，已經構成
嚴重的暴力恐怖事件，主流民意堅決支持警
方盡快依法採取果斷、嚴正的執法行動，平
息暴力恐怖事件，嚴懲暴徒，還香港法治、
平安、祥和。

昨日示威者的暴力衝擊，是反修例風波以
來最瘋狂、最暴力的。有示威者在灣仔、金
鐘一帶非法堵塞道路，又在附近地盤挖出磚
頭襲擊警員，有暴徒更用腐蝕液體潑向警
員，導致10多名警員受傷。及後，暴徒暴力
行動變本加厲，他們對警方要求示威者離開
的警示視若無睹，反而集結衝擊立法會大
樓，用鐵馬、回收鐵車、鐵枝等攻擊性物件
不斷猛撼大樓的玻璃外牆，撞爛立法會玻璃
門，有暴徒更向警員撒石灰粉，到晚上大批
暴徒終於毁壞立法會大樓多個大門，進入立
法會大樓內，肆無忌憚「盡情」破壞，胡亂
塗鴉，砸爛立法會現任主席和前任主席的畫
像，更有暴徒用噴漆塗黑區徽、懸掛港英時
期的旗幟。莊嚴的立法重地，竟然恍如遭遇

戰亂，被無法無天的暴徒肆意蹂躪。

這些罔顧法紀、暴力衝擊的暴徒，把金鐘
一帶到立法會大樓，變成了攻擊執法者、挑
戰公權力的戰場，令香港尊重法治理性的社
會價值觀再受重創，香港和諧穩定的社會環
境再受嚴重破壞，看到這一幕幕令人難以置
信的暴力場面，絕大多數珍愛法治、愛好和
平穩定的香港市民，無不感到錐心之痛，憤
慨莫名。事態發展至此，香港法治、穩定已
處於相當危急的境況，只有警方果斷、迅
速、嚴正地採取行動，制止暴力氾濫，避免
香港管治癱瘓、淪為無法無天之地，市民才
能紓解心中的憂慮和憤懣，才能真正安心。

只有警方果斷、迅速、嚴正執法，平息暴
力衝擊，才能保障香港絕大多數市民的生命
財產安全。暴徒濫用暴力衝擊法治、破壞秩
序、傷害香港的情況已現失控危機，如果警
方再不果斷執法，暴徒勢必得寸進尺，更加
為所欲為，暴力衝擊勢必進一步升級，並向
社區擴散，蔓延到香港的每個角落，裹脅更
多心智未開、不明真相的年輕人加入到違法
暴力衝擊的行列。違法暴力行為將演變成香
港社會的毒瘤，甚至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本土
恐怖組織，催生無日無之的本土恐怖活動。
必須把本土恐怖組織和本土恐怖活動，遏止
在萌芽狀態，才能有效防止暴力衝擊蔓延、
升級，防止違法暴力行動成為禍港殃民的
「風土病」。

只有警方果斷、迅速、嚴正執法，平息暴

力衝擊，才能向全社會、尤其是是非觀念模
糊、易被誤導的年輕人，傳遞清晰而強烈的
信號，彰顯香港是法治之區，香港有嚴謹的
法律，有強有力的執法力量，對任何違法暴
力行為零容忍。香港的執法機構對違法暴力
行為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有決心有能力捍
衛法治，防止法治坍塌。唯此，才能有效避
免部分年輕人誤入歧途，在違法犯罪的道路
上越走越遠。

只有警方果斷、迅速、嚴正執法，平息暴
力衝擊，才能真正保障香港人行使基本法賦
予的各種權利，保障香港人享有包括言論、
集會自由在內的各項自由。修例風波衍生的
一連串違法暴力行為，騎劫部分市民和平表
達訴求的集會遊行，讓集會遊行變質，普通
市民表達意願訴求的權利，受到極其嚴重的
侵害。違法暴力行動已成為市民和平遊行集
會的「毒瘤」，如果不割除，香港人通過和
平集會表達訴求的權利和自由，將被違法暴
力行動徹底侵蝕剝奪。

只有警方果斷、迅速、嚴正執法，平息暴
力衝擊，才能保障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商業中
心的基本生存權。香港工商業活動蓬勃，國
際商家雲集。任何投資者最看重的是一個地
方是否擁有和平穩定的營商環境，是否擁有
公正嚴明的法治。香港若失去這兩方面的優
勢，淪為「暴力之都」、「失序之都」，長
此以往，正常的商業活動無法正常開展，誰

還會願意來香港投資？已經來的，誰又願意
繼續留下來？如果真的不幸地惡化到這一
步，香港國際金融商業中心的美譽將不復存
在，繁榮穩定將灰飛煙滅。

只有警方果斷、迅速、嚴正執法，平息暴
力衝擊，才能給政府管治提供必要、基本的
秩序保障。特首林鄭月娥在慶回歸酒會致辭
時指出，目前，香港面對的問題非常多，外
圍環境不穩，中美貿易摩擦尚未化解，香港
經濟的下行風險正日益增加，大家需要投放
精力，做好防禦工夫，適當應對。政府的工
作不能停頓下來。面對香港七百多萬市民，
未來我們亦要做許多改善民生的工作。我們
要進一步改善教育、醫療，為青年人提供更
多機會，增加安老、幼兒等社會服務，以至
處理最棘手的房屋問題等。政府要專注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更好地服務市民，警方嚴
正執法，讓社會恢復基本秩序，是政府有效
管治、改善施政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香港始終是「法
治之都」、「平安之都」，追求法治正義，
依然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和主流民意，這個社
會大環境下的人心向背沒有變、也不會變，
所有熱愛香港、珍視法治、渴望平安、追求
安居樂業的香港市民，堅定不移支持警方果
斷、迅速、嚴正執法，平息一切暴力衝擊，
讓香港早日重現法治、平安、
穩定。

堅決支持警方依法嚴懲暴力恐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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