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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宴風波逼出遲來改革
李雨田

媒體不應綏靖
──給下屆特區政府的公開信

劉迺強

強強言言
壯語 背背後後

新聞

被稱為香港 「政壇教父」的鍾士元，
上世紀七十年代麥理浩任港督時已出任行
政局首席議員，再歷經尤德、衛奕信兩任
港督，後來雖然退了休，又被中方起用，
擔任預委會和籌委會委員。董建華出任特
首後，再請他就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儼然
又是當年的行政局首席議員。

這位對香港政壇貢獻良多的 「教父」
，九七年十一月初恰是八十大壽，董特首
決定為他祝壽，不單使用公帑，更席設禮
賓府，以示隆重。

正當壽宴正在籌備之際，卻有人將消
息捅了出去，即時掀起風波，除報上有文
章大肆批評外，電台的 「phone-in」節目
，匯集了市民極多的反對聲音，其中香港
最暢銷的兩份中文報章，更連續刊出四篇
社論，批評董為鍾搞壽宴。

董特首的助手路祥安，為了尋求解決
問題的方法，乃求教於資深傳媒 「離休老
總」。豈料， 「離休老總」的一番大膽推
斷，令董、路兩人均大吃一驚。

「離休老總」說，一般而言，由於社
論是報章的重要文章，各報老總均會考慮

競爭對手寫些什麼，自己能有哪些獨特觀
點。因此類似鍾士元壽宴風波出現兩大報
連續四日刊出同題材社論情況，十分罕
見。

「離休老總」又說，倘若這不是偶然
的巧合，而是精心設計出來的，則背後黑
手力量之大，令人難以想像。

最後董建華被迫取消這個壽宴。
負責九七回歸慶典，林瑞麟被慧眼識

英雄的董建華看中，首先委任他出任新聞
統籌專員職位，負責改善特區政府的形象
。而過去在港英年代已被同僚稱為 「好打
得」的林鄭月娥，曾因與上司意見不合，
而被寫死file，變成長期留在丙級政務官位
置，無法升遷。董也對林鄭擢升任用，發
揮她的所長。其他獲董重用的還有鄧國斌
等多人。

林瑞麟、林鄭月娥今日在特區政府
是大有表現的，也證明董生有知人
之明，可惜金融風暴加
上非典事件，令董
生最後功敗垂成。

今天香港的畸形媒體生態，一方面是西方 「新愚民政策
新聞學」的濫觴，同時也是中央和特區政府長期採取息事寧
人的綏靖政策所助長。實踐證明，綏靖政策是失敗的，特區
政府和市民都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不管其政治取向，事實上絕大部分較嚴肅的新聞從業員
都信奉一套專業的守則。公平報道事實是公認的最低標準，
嚴守着這底線，問題出不到那裡去。記者介入事件，作偏頗
、甚至背離事實，或捏造事實的報道，如創造性新聞、煽動
性新聞、炒作性新聞、對官員無禮辱罵、蓄意誤報前領導人
死訊等，官方都毫無原則的容忍，甚至不予反駁，不作譴責
，不敢懲罰，還沾沾自喜的認為這是 「新聞自由」。結果市
民之間首先便弄不清事實的真相，下下需要由 「時事評論員
」代為闡釋。

因為愛國愛港的言論經常被媒體歪曲，之後被圍毆，變
得越來越退縮；結果是香港的 「時事評論員」，絕大部分是
反對派，他們輕易的佔領了道德和智慧高地，並且壟斷了事
物的闡釋權和話語權。他們跟反對派政客合流，天天向特區
政府找岔，雞蛋挑骨頭，並且作零容忍對待，還自稱這是
「言論自由」。

這樣下來，政府官員被修理了十五年之後，都懂得多做
多錯，少做少錯的道理。怕字當頭，少做事，不說話。雖然
如此，政府日常要處理的事情是這樣多，只要繼續以零容忍

的態度對待，依然天天都出問題，官員天天都做錯說錯，天
天都被修理，這樣下去，沒完沒了。而政府永遠沒有威信，
永遠弱勢。

我們可參考一下可比性甚高的新加坡。人家後來居上，
現在似乎除了金融業務的大部分，因為香港得到中央照顧，
還可領先之外，其他的政治、經濟、社會指標全部走在香港
的前頭，並且為全世界所稱頌。新加坡對媒體的態度是很清
晰的：你不能胡說八道，不然就會依法處理。官員天天被人
稱呼為 「公公」的，明顯就是誹謗，要告上法庭。而公然宣
傳毋須為國家安全立法，香港有 「次主權」，毫無根據地宣
稱 「生化襲擊的機會是零」，簡直荒天下之大謬，如出現於
美國，結果只可能是坐牢。

這明明就是國際慣例，香港毋須自我設限，畫地為牢，
不予接軌的。而政府對公營電台只能出錢不能管的，世上只
有香港如此，沒有什麼道理。我長期被反對派圍毆，地盤被
「和諧」，從自身的經歷和利益出發，我最珍惜新聞和言論

自由。但是需要指出，只有健康的、負責任的自由才值得
保護；那些畸形的、病態的、濫用的自由，需要下
一屆政府去治療和修理。至於一些拿了人家
好處，受外國勢力影響和操縱的顛覆性
自由，更應該毫不留情的予以打
擊。

民建聯早
前發布了有關
對新特首的期
望，當中有不
少建議獲兩位

參選人唐英年和梁振英吸納。民建聯主
席譚耀宗昨日接受訪問時表示，大眾應
該多關心參選人的政綱，高興參選人的
政綱中吸納了不少民建聯的意見。民建
聯將於特首選舉投票前再開會，現階段
未決定會否捆綁投票。

在資助房屋供應方面，民建聯建議
，復建居屋，增建公屋，恢復 「租置計
劃」，為公屋輪候冊住戶提供租金援助
。唐、梁均同意復建居屋，增建公屋，
但就未有答應會否復推 「租置計劃」。

在扶貧政策方面，民建聯建議，在
現有綜援制度以外，完善第二層社會安

全網。唐英年建議，成立由政務司司長
統籌的 「社會共融委員會」，訂立扶貧
策略，研究及制定政策提升社會流動。
梁振英則建議，重設扶貧委員會。

在安老政策方面，民建聯建議，設
立以個人為申請單位的三級制 「養老金
」。唐英年建議，為合資格的長者發放
每月三千元長者退休津貼。梁振英則建
議，在現行高齡津貼計劃的基礎上，增
設一項特惠生果金，為有需要的長者，
經簡單的入息及資產申報後，每月提供
約雙倍的津貼，即約二千多元。

在勞工政策方面，民建聯建議，將
公眾假期納入有薪法定假日。唐英年有
具體回應，倡議按年遞增法定勞工假期
數目至每年十七天。梁振英則建議，訂
立明確的家庭政策，以 「家庭友善」社
會為政策目標。

四名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唐英年、何俊
仁和余永賢昨日先後出席香港會計師公會舉
行的特首選舉論壇。梁振英表示，相信自己
可以取得足夠提名票 「入閘」；唐英年表示
自己早在參選時明白每天面對新挑戰，但自
己服務市民的心不變。

先後出席會計師公會論壇
香港會計師公會昨日邀請四名特首參選

人參加行政長官選舉論壇，分別就民生經濟
、專業服務、政制發展等範疇的問題闡述各
自的政綱和理念，並答會計師公會及其他十
三間會計師團體的會員的提問。

出席論壇第一環節的梁振英在論壇結束
時表示，有信心自己可以順利 「入閘」，得
到提名票的數量相信是合理的反映社會對他
相比於其他參選人的支持度。他重申，希望
有競爭的選舉可以帶出各個參選人的不同施
政理念，參選人面對的不只是選委，而是七
百萬的市民。梁振英昨日為自己 「拉票」，
希望有投票權的人士 「畀提名票」他。

有人問梁振英若其當選會否吸納民望較
低的人士加入政治班子，梁振英表示，民望
是十分重要的，政府的施政是需要市民支持
，政府班子需要有公信力才可以順利推行施
政。關於稅基問題，梁振英認為，現時不需
要為了增加稅收而增加新的稅種，而是應該
討論怎樣用好現時的稅制、稅基去增加財政
收入。

另一參選人唐英年出席論壇第二環節時
則表示，自己決定參選特首時，已經明白這
場選舉是充滿挑戰的，自從去年九月底離開
政府後，每天面對的挑戰可謂「日日新鮮」，
但自己熱愛香港這個自己土生土長的家園，
希望服務七百萬市民，將香港經濟、社會、
民生發展得更加好。他又說，自己對香港認
識好深，對於有人評論他是 「不知民間疾苦
」，唐英年認為，批評是不公道，每一個成
功人士都是通過努力和自強不息取得成績。

對於怎樣培養會計界的專業人才，唐英
年表示，自己明白會計界人士工作量大、工
時長，面對多種壓力，他建議大學可以進一
步優化政策，培養更多會計人才，而他的政
綱中也提到，會透過稅務優惠政策鼓勵企業
培訓員工，使員工得到終身學習。

意見納入唐梁政綱
民建聯感高興

首首特 參選人動向

梁有信心順利入閘
唐稱挑戰日日新鮮

言言建 獻策

回應回應僭建僭建行宮行宮報道報道
唐英年：不唐英年：不符事實符事實

屋宇署則回應指，曾於二○○七年一月二十四日前往上
址視察，當時該房屋的建造並無違反建築物條例或其他相關
法例的情況（詳見另稿）。

有報章刊登疑似地庫圖則
昨日有報章言之鑿鑿的報道指，獲得一份該大宅二○○

三年的設計圖則草圖，發現唐家位於約道七號住宅地庫當時
「已計劃興建僭建地庫」，除了刊登該份圖則外，內容更指

該地庫 「設計更如一個設施齊備的豪華會所，不但有酒窖，
尚有品酒室、日式浴堂等」，又稱地庫面積逾二千四百平方
呎，大過地面大宅每一層的樓面面積。報道還稱，唐英年太
太唐郭妤淺一直負責監督整個建造工程。報道刊出後，引起
各界嘩然。

唐英年昨晚出席一場論壇時，成為傳媒追訪的焦點，他
在進入論壇會場前已經向傳媒表明，論壇結束後將會就有關
指控做出交代。晚上八時四十分唐英年見記者時指出，報道
所描述的內容與事實不符，他本人亦無印象當時見過該草圖
，他亦不知僭建物有多大，只稱它 「是一個用於儲物的空間
」。他說，整個工程施工有十年了，但自己未搬入住宅居住
。當被問及當年誰人做監工，他表示是家人幫他做監工。

唐表明若有違規盡快清拆
唐英年表示，已正式委託專業人士全權處理僭建問題，

會全面探查，而專業人士亦已與屋宇署聯絡，屋宇署今日會
前往視察，並對照圖則判斷哪些地方屬僭建，他稱若發現違
規，會盡快清拆，再讓屋宇署做檢視。被問到會否開放住宅
給傳媒入內，唐英年表示，會考慮這個要求，但向傳媒開放
前應該先讓屋宇署視察，並會考慮以何種方式開放給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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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參選人唐英年物業僭建風波爆出疑
似地庫圖則，多名立法會議員要求他盡快解
釋事件，但大部分議員都反對由立法會介入
調查。

自由黨檢視投票立場
自由黨早前已將六十多張提名票交予唐

英年，該黨主席劉健儀表示，唐英年連日就
事件的解釋都頗牽強，需要向公眾清楚交代
事件。不過，她不認為自由黨所託非人，指
唐英年與該黨理念接近，但鑑於近日一連串
事件，該黨需要開會比較唐英年和梁振英的
政綱，以及按未來事態的發展，才會決定投
票意向， 「宜家要全力檢視。」

唐英年的支持者、工商專業聯盟召集人
林健鋒稱，他沒有到過唐英年位於九龍塘約
道七號的大宅，並指特首參選人應回應市民
的提問。唐另一支持者詹培忠表示，按報道
所指，唐只是改變土地用途，並不如僭建般
嚴重， 「如果申請嘅話批都唔出奇呢。」工
聯會的黃國健認為，問題的關鍵是唐有否按
圖則施工，並認為唐需要交代事件。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早前特首曾
蔭權已要求官員自我審查住所是否有潛建，
「（唐）咁高級嘅官員嘅政治敏感度都不足

」，事件爆出後又未有糾正，她認為唐英年
應讓傳媒入內了解情況。建築、測量及都市
規劃界議員劉秀成表示，是否違法要看其興
建地窖時有否入則申請，並需了解其住所有
否超出地積比率，希望唐英年盡快澄清。

反對派認為事件嚴重，稱涉及誠信問題
，要求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甚至由屋宇署破門入
屋搜查。不過，民建聯的葉國謙表示，報道的消息來源應
交代更多的事實，讓公眾有具體的評價，並由屋宇署執法
，而非事事由立法會澄清， 「立法會依家好似幫人做選舉
活動咁。」他強調，民建聯的選委可自由提名，至於投票
取向，就要比較參選人的政綱、處事作風、誠信等，不會
就單一事件作決定。

另一特首參選人梁振英昨日出席公開活動時，沒有評
論關於唐英年涉嫌僭建的問題，只重申自己的立場，明確
指出自己不會搞任何人的黑材料，也不想被任何人抹黑。
他強調選舉是君子之爭，比理念、政綱和能力。

屋宇署昨日針對傳媒報道特首參選人唐英
年約道七號住宅涉嫌違規搭建事件回應稱，屋
宇署曾於五年前前往該單位視察，並無發現違
規搭建，遂發出入伙紙。

屋宇署發言人指出，根據署方的資料及記
錄，屋宇署人員於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收
到有關認可人士的入伙紙申請後，按照既定程
序，在一月二十四日前往上址視察。根據當時
的視察所得，該房屋的建造並無違反建築物條
例或其他相關法例的情況，亦與獲批准建築圖
則所示的相符，並無發現傳媒最近報道的違例
建築工程。本署遂於二○○七年二月二日發出

入伙紙，訂明該建築物為一幢兩層高作住宅用
途的家庭房屋，而位處該住宅地下低層的一層
高有蓋泊車處及游泳池則用作非居住用途。

屋宇署今赴現場視察
發言人又表示，就傳媒於周一報道約道五

A及七號物業懷疑涉及違例建築工程，屋宇署
已隨即作出跟進，並於本月十四日早上派員到
訪上址，希望入內視察，但未能成功進入屋內
。屋宇署昨日已與有關業主委任的認可人士取
得聯絡，並已安排在今日到上址視察，詳細了
解情況，以便作出跟進。

特首參選人 「揭黑」 炒作進一步升級，昨天
再有報章以頭條報道，聲稱收到一份關於特首參
選人唐英年約道七號住宅地庫的二○○三年設計
草圖，並指該地方 「僭建地庫」 面積逾二千四百
平方呎，標題更將之形容為 「地下行宮」 。唐英
年晚上回應事件時強調，報道內容與事實不符，
亦無印象見過該草圖，他並指今日會開放住宅給
屋宇署人員視察，若發現有僭建會立刻清拆；同
時他亦稱會考慮將住宅開放予傳媒。

本報記者 王 欣

政界
回應

官方
回應 五年前發入伙紙時無發現違例

▲捲入僭建風波的唐英年，昨晚出席一場論壇時成為傳媒追訪的焦點 本報記者林雨燊攝

▲唐英年位於約道五▲唐英年位於約道五AA及七及七
號的大宅為相連單位，其中號的大宅為相連單位，其中
七號大宅（見圖）地庫昨日七號大宅（見圖）地庫昨日
被指有極大面積的僭建被指有極大面積的僭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