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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將推 200 新措
特首：頭等大事是全力抗疫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
聲報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今日將發表其第四份施政報
告。林鄭昨日表示，報告原
定 10 月中發表，但她向中
央提出一系列可為香港經濟
注入新動力的措施，並得到
中 央 正 面 回 應， 故 決 定 用
多些時間與中央部委商
量。她透露，今次報告提出
200 項新措施，而頭等大事
是全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她還特別提到，報告的附篇
內容充實，會全面交代政府
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據介
紹，林鄭在過去 3 份報告中
提出了 700 項措施，其中約
95%的措施已經完成或按序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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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有關刊物
可於以下地點取閱
16 座政府辦公大樓：
金鐘道政府合署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見傳媒時表示，今年施政報告將提出 200 項新措施。

昨日，林鄭月娥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首先交代了有
關新一份施政報告的準備工作。她說，今日發表的是她的
第四份施政報告， 「一如既往都是採取天藍色做封面，希
望為香港帶來更多希望」。
她提及今年施政報告原定於 10 月中發表，但在發表前
兩天，她交代了由於今年施政報告非常重要，經過了一年
多的社會動蕩和經濟萎縮，市民希望能夠看到香港經濟的
前景， 「我亦為此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可以為經濟注入新
動力的措施，得到中央非常正面的回應，我當時便決定應
該用多些時間與中央部委親自商量，所以亦去了北京幾
日。那時候，其實施政報告的附篇已經印刷好，我亦不覺
得需要特別為了一個日子而改印這份附篇。換句話說，在
2020 年施政報告裏有一些內容在附篇找不到，因為是一些
新加入的內容，就此向大家交代清楚。」

公共財政極為緊絀
林鄭回顧說，在過去 3 份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一共提
出了 700 項新措施， 「我們統計過大概 95%的新措施已經
完成或按序進行中。其餘的 5%我們一定會加緊追回時
間，希望能夠做得到。不過，有一些未能夠做到的項目其
實並不是完全是我們可以控制得到的，因為大家都記得，
過去一年，其實立法會的議事時間比較少，很多時用來 『
拉布』或者是 『打鐘』等。所以，我會盡量在接下來一年
爭取時間，希望可以多做回這些工作。」

林鄭介紹，在 2020 年施政報告和附篇裏，
特區政府額外再提出 200 項新措施。不過，
她稱由於現時公共財政極為緊絀，加上今年
先後經過財政預算案和三輪 「防疫抗疫基
金」，已經動用 3100 億元的公共財政，今年
財政赤字亦可能高達這個數字。所以，很多
新措施是政府希望透過一些改革、一些精
簡、一些協同效應，在不動用額外資源的前
提下，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附篇內容充實

日期

時間

11 月 25 日

上午 11 時

土瓜灣政府合署

內容

長沙灣政府合署
何文田政府合署

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宣讀施政報告

荔枝角政府合署

11 月 25 日

晚上 7 時

行政長官 2020 年施政報告電視論壇節目

11 月 26 日

上午 8 時

行政長官 2020 年施政報告聯合電台節目

11 月 26 日 上午 10 時 30 分 立法會舉行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答問會

布。本月初，林鄭月娥訪問北京期間，曾與國家 6
個部委商討一系列惠港新措施，包括提升和鞏固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與航空樞紐和創科中心地位、積極
融入大灣區建設、防疫抗疫等範疇，坊間預料施政
報告將會加入相關措施。

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希望能夠做到全面交代、一目了
然。希望大家都花點時間看一看這份附篇。」

樂意落區聽民意

互聯互通料上新台階
事實上，社會各界亦一直期望香港加強與內地的
互聯互通、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以及強化深港合
作。據了解，特區政府有意推出 「大灣區青年就業
計劃」，大灣區城市的企業將以配對形式開設數千

旺角政府合署
九龍城工業貿易大樓
油麻地西九龍政府合署
沙田政府合署
大埔政府合署
屯門大興政府合署
荃灣政府合署

7 間主要公共圖書館：

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林鄭指出，現在一個更理性的特區
立法會，實際上為她和政府官員提供了一個與立法機關更
好的接觸平台。
她又表示，很想到社區組織更多會議，與香港市民見
面。自去年 6 月以來，每當有關於行政長官 「落區」的消
息，社交媒體上都會有人動員騷擾。如今，隨香港國安
法實施，本港法治已經恢復，混亂已被和平取代，她非常
樂意見市民。

個職位，供香港青年就業，計劃為期約一年，港府
提供資助後，參加者月薪將達 1.5 萬至 2 萬元。港府
或會同時提供住房支援，並按不同級數工作提供不
同比例的資助。
金融措施方面，外界亦期望可繼續擴大互聯互
通，為香港提供更多金融便利。昨日有媒體報道，
實施 6 年的滬深港通機制將擴大涵蓋範圍，內地投
資者南下資金將可買賣本港上市的生物科技股及第
二上市股份，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就
是說， 「北水」今後也可投資阿里巴巴、京東、網
易等重磅科技股（詳見 A4 版）。

灣仔稅務大樓
北角政府合署

11 月 25 日 下午 3 時 30 分 行政長官 2020 年施政報告記者會

「尤其是在這份施政報告中，大家會完整
地看到我在本月初去北京、廣州和深圳得到支持的各項措
施。」林鄭續稱， 「所有這些措施，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效
地控制現時的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很難開展的。因為在疫
情之下，我們不能夠恢復與內地、外地的人流溝通的往
還，在本地亦有很多活動都未能夠開展，事實上是非常難
以推展各項有利民生和有利經濟的措施。所以，特區政府
今日頭等大事、全力應對的仍然是這個新冠疫情。」
最後，她指這份施政報告與去年一樣是有一個附篇，而
「這附篇比整份施政報告的分量還要重」。她提及施政報
告中附篇的印製是由去年開始，圖文並茂，很受歡迎。因
此，今年都是用附篇形式，詳細介紹本屆政府這三年多在
每一個政策範疇的工作進展。她說： 「我們承諾的每一項

灣仔入境事務大樓
灣仔政府大樓

施政報告相關安排

各界對施政報告寄予厚望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今年遭受
修例風波及新冠疫情雙重打擊，社會各界普遍對今
日特首發表的施政報告寄予厚望，期望特區政府能
帶領香港走出困局。上月中，林鄭月娥接受本報訪
問時已表明，香港應在國家改革開放再起步進程中
進一步加強港深合作，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爭
取在中央政府繼續進一步的支持下搞好施政、提振
經濟、改善民生，以清晰明確的路向、實在有力的
措施帶給市民信心和希望。
今年施政報告原定於 10 月 14 日公布，但為了爭取
中央支持香港發展的政策，特首特意押後至今日公

中通社

銅鑼灣香港中央圖書館
中環大會堂公共圖書館
九龍城九龍公共圖書館
元朗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
沙田公共圖書館
荃灣公共圖書館
屯門公共圖書館

三地通關成關注焦點
新冠肺炎疫情下，香港與內地至今仍未回復正
常通關。多個政黨均希望特區政府與內地及澳門
商談盡快通關，協助香港重啟經濟。其中，民建聯
認為，特區政府應以 「疫情清零」為政策目標，盡
快恢復粵港澳三地正常通關，同時亦應檢視和堵塞
海外入境人士播疫的漏洞，杜絕病毒進入社區的可
能性。
此外，土地及房屋政策是每年施政報告的焦
點，社會各界均期望政府盡快公布 「明日大嶼」
及新界北發展規劃的進度及詳情，以解決土地短
缺的危機。同時，多個團體亦希望政府增加興
建公營房屋及過渡性房屋，減輕基層市民的負
擔。

冀施政報告帶來希望和實惠
新一份施政報告今日發表。
今次報告時間特別，既處前所
未見的新冠疫情、經濟衰退之
時，又於《香港國安法》生效、社會轉趨穩定之
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預告，報告封面沿用天藍
色，寓意為香港帶來更多希望。但願成真！
相信市民都希望，施政報告能出招讓香港早日擺
脫疫症威脅。當然，抗疫爭分奪秒，防控工作不能
留待施政報告頒布出台，政府昨便因應最新疫情公
布了新輪收緊社交距離措施。施政報告的抗疫重
點，應是以更宏觀視角，來制訂全盤防控戰略，其
中強制檢測無疑是必由之路。現時，當局已針對疫
情最嚴峻的跳舞群組強制檢測，截至昨日共 2800 人
已進行檢測，並成功找出 50 名初步確診者，充分反

映強制措施成效顯著，而做法亦無什麼反對。事實
上，由要求入境旅客強制檢疫 14 天、室內公眾場所
強制佩戴口罩令，到最新康文署場地表演者須持 72
小時內陰性檢測結果，以至即將落實的為有病徵人
士、院舍職員、的士司機強制檢測，對這些措施，
市民多明白強制實施的好處，盲目 「為反而反」 者
不多。這說明強制抗疫政策絕非洪水猛獸，而是可
以接受的非常時期非常手段。昨日兩項民調不約而
同顯示，多逾九成受訪者都支持全民強制檢測，並
且支持政府收集出行紀錄以助追蹤病毒傳播鏈。為
了進一步防控疫情，施政報告誠宜進一步擴大強制
檢測的應用，包括確立有需要時就全民強制檢測，
市民才可因此看到走出疫困的希望。
相信市民也希望，施政報告有振經濟、惠民生之

實招，能將疫情對港經濟社會的衝擊降至最低。林
鄭透露將提出 200 項新措施，不少都是透過改革、
精簡、創造協同效應等，在不動用新資源的情況下
提供更佳服務。過去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及預算案的
振經濟、保就業、紓民困措施，已動用 3100 億元公
帑，以致本年度財赤將創歷史新高，這無可避免限
制了政府進一步擴大財策的空間，巧婦難為無米
炊。然而，刺激經濟不單只有燒錢、派錢，例如傳
聞中擴大 「港股通」 的投資範圍，容許北水南下投
資生物科技及第二上市股份，便不涉公帑開支，更
可迎來大量活水；同樣道理，也見諸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融入 「十四五」 規劃等，
策略對路，功效宏遠。施政報告之所以延至今日發
布，理由正是特首需時與中央部委商討惠港措施，

中央明確表示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事
情，都會全力地支持，相信施政報告會提出不少中
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新措，對此，由市場到市民
均寄之甚殷。這對香港短期重振經濟、創造就業，
以至中長期的發展來說，無疑都會帶來新希望，有
利振奮信心與士氣。
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在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帶
領下，加之黑暴威脅已基本解除，立法會在攬炒派
被 DQ、反對派鬧辭之後，亦吹進一股聽民意、辦
實事的新風，生態轉向建設性發展，只要市民理性
務實地支持和配合政策，特別是自覺配合抗疫，香
港無論抗疫還是恢復經濟、改善民生，都是有希
望、有條件的，一如施政報告封面的天藍色般告別
陰霾，迎來天朗氣清。
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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