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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形式 三大原則
三 種 形 式

●市民自由報名參加在各區舉行的社
區對話，每場一二百人，報名人數
過多則將抽籤分配，下周開始

●隨機抽取不同年齡、階層、背景
的市民參與對話，稍後開始

●與不同背景、界別人士的深度對
話、互動，每場約20人

三 大 原 則

●對象要廣泛，不分階層、不分立場

●盡量公開、透明，讓傳媒可以在現
場採訪

●開放議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與特首有偈傾 任報名隨機抽
不分階層不分立場議題任傾 下周開鑼林鄭做足心理準備

林鄭月娥昨日上午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經過3
個月的紛爭，大家都認識到，香港積累了很多

深層次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因此需要不同形式
的對話平台，針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務求討論多角度更深入
她指出，與市民的直接對話將以三種形式同步進
行，一是市民自由報名參加在各區舉行的社區對話，
每場對話會預計一二百人參加，若報名人數過多，將
會抽籤分配名額。第一場社區對話將在下星期舉辦，
稍後公佈詳情。
二是隨機抽取不同年齡、階層、背景的市民參與對
話，令參與者更具代表性，務求令討論更多角度、更深
入，此類對話會需要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將稍後進行。
三是與來自不同界別、不同背景的人士深度對話，
每場約20人，「由6月開始，我們已經試行了這個類
似形式的對話，效果是不錯的，因為這20人都是來
自不同背景，他們之間可以互動，亦與我或司局長一
起交流，幫我們了解社會情況。」

歡迎各界搭建對話平台
林鄭月娥還談到直接對話的三個原則，包括對象廣

泛，不分階層、不分立場；盡量公開、透明、允許傳
媒現場採訪，及開放議題、百花齊放。
除了特區政府搭建的平台外，林鄭月娥亦歡迎社會各

界提供更多對話平台。近期，有學校、社福機構、地區
組織等民間團體組織對話或分享會，希望特首和官員出
席，「無論是公開或閉門，只要情況許可，我和司局長
都會積極考慮參與由民間自己籌組的平台。」
林鄭月娥在中秋節探訪長者時，曾遇到示威者在護
老院附近聚集滋事，被問及是否擔心下周對話會遇到
同樣情況，她表示︰「我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我要履行我多方面的職能，即使下星期這場走入
社區的直接對話會引起同樣的場面，我和我的同事都
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對話並非不須嚴正執法
她並強調，直接對話會的「量」與「質」同樣重

要，亦將是持續的長期行動，「即使第一次我們未必
很成功，並不會令我們卻步，我們會繼續堅持在未來
日子裡爭取更多機會與不同背景的市民直接對話。」
雖然伸出了對話的橄欖枝，但林鄭月娥強調設立對
話平台，並不等於不須要嚴正執法，並批評暴徒上周
末暴力升級、肆意破壞公共設施，令很多市民非常擔
心，如今香港的首要任務仍然是遏止暴力，特區政府
會堅持嚴正執法的相關工作。
在社區對話以外，特首與官員今晚會在政府總部舉
行與18區區議員的對話會。此前，特區政府已和各
界人士，包括直接參與示威的人士進行了過百場會
面，過去兩個月亦開展了20場籌備新一份施政報告
的諮詢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早前承諾將與司局長一起走進社區，

與市民直接對話，讓香港繼續前行。她昨日

表示，會持不分階層、不分立場，盡量公

開、透明讓傳媒採訪，及開放議題的三大原

則，以三種形式舉行對話會，其中讓市民自

由報名參加、每場一二百人的社區對話，首

場將於下周舉行。她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應對

落區時會遇到的情況，強調對話比對抗好，

冀大家讓對話平台相對順利展開。即使下周

對話「未必很成功」，特區政府亦會持續爭

取更多機會與不同背景的市民直接對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繼續落區。她昨
日下午到銅鑼灣探訪一間有提供學
前康復服務的幼兒園，並強調說：
「兒童是我們的未來，政府會繼續
大力投放資源和推出措施，為兒童
身心健康成長創造最好的環境。」
林鄭月娥昨日在勞工及福利局局

長羅致光和社會福利署署長葉文娟
陪同下，聽取幼兒園校長簡介學校
提供的日間幼兒照顧及教育服務。
該校現時除在兼收計劃下為有特殊
需要的幼兒提供6個訓練和照顧的
服務名額外，有11位學生正接受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而該校亦
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延長時間服務
和暫託幼兒服務。
林鄭月娥參觀了融合教育課室

環境設置和有特殊需要的幼兒接
受「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的訓練
過程，並分別聽取特殊幼兒導師
和數位家長分享該服務所發揮的
成效。
她表示：「我在2017年的施政報

告中承諾，會在2018/2019學年將
『到校學前康復服務』納入為恒常服
務，並將名額由3,000個逐步增加至
7,000個；這個承諾將於下月兌現，

讓更多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可在學習黃
金期盡早獲得所需的訓練。」
隨着「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名

額下月增至約7,000個，營辦服務
的非政府機構將由18間增加至21
間，而「到校學前康復服務」在
全港幼稚園╱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的覆蓋率，亦由現時的709間增加
至852間，佔全港幼稚園╱幼稚園
暨幼兒中心總數逾八成。政府會
持續檢視學前康復服務的需求及
相關醫療專職人手的供應，以達
至輪候服務時間「零等候」的政
策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
暴亂在香港已持續逾百日，令香港
的經濟、民生等受到打擊，更影響
了香港的國際聲譽和地位。國際評
級機構穆迪和惠譽已在本月將香港
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令人擔
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
日表示，不同意穆迪的「負面」評
級，因為香港的「一國兩制」、法
制等基石仍然堅挺，特區政府未來
將投入巨大資源恢復香港的國際聲
譽。

穆迪指示威損機構實力
穆迪前日宣佈維持香港「Aa2」
的信貸評級，但評級展望則由「穩
定」降至「負面」，昨日穆迪又將
港鐵及九廣鐵路評級展望由「穩
定」下調至「負面」。穆迪稱，持
續的示威活動蠶食香港機構實力，
政府及政策的有效性亦比預期低，
在香港作為貿易及金融的樞紐受破
壞下，信貸的基本因素亦受損。
穆迪續稱，當特區政府及示威者

對峙愈久，影響香港作為金融中心
暢順運作的風險就愈大，同時會削
弱香港自行管治及司法的可預期
性，最終影響香港的中短期經濟前
景。
穆迪還稱，香港的經濟優勢，主
要在於其扮演中國內地、亞太區及
環球市場之間的貿易及金融橋樑的
競爭優勢，但隨着內地與香港的機
構及經濟聯繫日漸密切，內地與香
港的評級將會趨同。

林鄭：港國際機遇仍堅實
林鄭月娥昨日在回應穆迪時表

示，香港持續的不穩定、社會動盪
和暴力行為，將不可避免地削弱和
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商業環境的看

法，必須高度警惕。因此，香港首要任務仍
然是遏止暴力，盡快恢復法律和秩序。
她不同意穆迪基於香港是否仍然堅持「一

國兩制」；香港的各種機構是否仍然強大、穩
健；香港與內地經濟的互動是否模糊了「兩
制」等而下調對香港的評級展望，並對此感到
失望。她強調，香港的「一國兩制」、法治、
互聯互通、國際機遇等基礎仍然堅實。
被問到如何恢復國際聲譽，林鄭月娥表
示，特區政府已就此諮詢了許多國際公關公
司和諮詢公司，但香港仍然處在社會動盪、
騷亂和不斷的暴力行為中，因此現在還不是
進行海外和本地相關工作的最佳時機。特區
政府將尋找合適時機，投入大量資源恢復香
港國際聲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思文）香
港警隊是守護香港的防線，卻成為
縱暴派、煽暴派重點攻擊的對象，
近日就抹黑警方「選擇性執法」。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嚴正指
出，警方執法一視同仁，絕不認同
警隊「執法不公」的說法。針對有
公務員涉嫌參與暴動而被捕，她強
調，特區政府不會容許公務員違
法，會按公務員規例採取相應行
動。
林鄭月娥指出，上周末暴徒再次

大肆破壞公共設施和港鐵站，嚴重
危害社會安全；多區發生多起不同
立場、政見的人動武爭執的事件，
令人十分擔憂。
她續說，香港是一個包容、和諧

的社會，希望不同政見、背景人士
可以和平理性地行使表達意見的自
由，若訴諸武力，只會令問題越來
越複雜、社會越來越撕裂。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警隊在執法

和維護治安方面不偏不倚、一視同
仁，極不認同坊間稱警員「選擇性
執法」。每次不同政見人士發生爭
執時，雙方都會報警要求警方介
入，「警隊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
要將兩批已經非常躁動、不同政見
的人相對能夠和平地處理，實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不容公僕犯法 會依例處理
她重申，政府譴責一切形式的暴

力，警察執法和律政司的起訴均根
據事實嚴格依法行事，無任何政治
動機。
在上周末的非法遊行和暴力破壞

的活動中，有消息指有公務員被
捕。林鄭月娥直言，「被警方拘捕
的，據我理解，是有個別的公務

員，我們對這情況深感遺憾，也肯
定會採取有關的行動。」
她表示，公務員可以參與合法遊

行示威、和平的表達個人意見，
但特區政府一定不會容許公務員
違反法律，會按公務員規例採取
相應行動。
林鄭月娥表示，在過去3個月中，
18萬公務員承擔了大量的額外工
作，她感謝公務員同事在艱難的日
子裡堅守崗位，為香港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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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警一視同仁 絕無執法不公

學前康復增額 承諾下月「找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開學已
半個月，學校持續受到社會動亂的衝
擊，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昨日向全港學校
校長及教師發信，感謝校長教師們緊守
崗位，守護學生，讓新學年至今學校的
運作大致暢順。他強調，社會紛爭需要
慢慢梳理，難以短時間內解決，又特別
提到，當社會出現一些衝擊道德底線的
現象時，希望專業教師團隊能言傳身

教，協助學生建立正面價值觀，重新建
立關愛和平的社會。
楊潤雄昨日以「感謝有你 以愛同行」

為題向全港學校校長及教師發信，又在
其fb專頁上傳影片，親自聲音演繹信件
內容。信中指，開學至今學校運作能大
致暢順，繼續為學生提供安全有序、安
心學習的環境，實在毫不容易。他感謝
師長們辛勞準備，全方位關顧學生，並

與家長密切聯繫抵禦校外壓力。

籲協助學生理性表達
他認為，社會紛爭似乎不會短時間內
得到解決，需要慢慢梳理，深信校長教
師們會繼續努力，協助學生從不同角度
分析和思考問題，同時以理性和平的方
式表達意見。
在激進分子煽動下，近日接連出現暴

力破壞四處縱火的情況，又有人詛咒年
幼孩子、肆無忌憚地逃票，更有暴徒圍
毆意見不同的長者等，視社會應有的品
格道德規範如無物，楊潤雄強調，希望
專業的教師團隊，在面對衝擊道德底線
的現象時，能夠言傳身教，協助學生建
立正面的價值觀，擇善而行，重新建立
關愛、和平、穩定，以及和諧的社會。
他感謝學校師長們緊守崗位，同心守

護學生，又承諾教育局會繼續與他們並
肩同行，日後藉訪校及其他聚會等直接
與教師校長溝通，為教育和學生的福祉
一同努力。

楊潤雄盼助學子建正面價值觀

■林鄭月娥昨日指政府將持續爭取機會與不同背景市
民直接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楊潤雄昨日
以「感謝有你
以愛同行」為
題向學校校長
及教師發信，
並上傳fb親聲
演繹。

fb截圖

■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到銅鑼灣探訪一間有提供學前康復服務的幼兒園。

■林鄭月娥指警方執法一視同仁，不認同警隊「執法不公」的說法。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