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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年冀重回選舉正軌拚政綱 區會委任與功能組別不同

社 評 井水集

唐英年昨日下午前往選舉事務處遞
交三百七十九份特首選委會委員提名，
正式報名參選第四屆行政長官的選舉。

儘管唐英年有意參選下屆特首早已
不是新聞，但經過近日九龍塘大宅地下
違規建築風波後，他正面對極大的誠信
質疑和退選壓力。在這種情形下，他昨
天正式前往報名，並且拿出了三百七十
九份提名表格，初步顯示提名人士既有
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及本港政界中
人，也有來自工商、金融、專業、教育
、新界等階層界別的選委，代表性相當
廣泛，顯示其在困難環境下堅持參選的
決心得到認同和支持，也反映了選委會
成員和社會上有識之士確具有包容寬厚
和公平公正之心，期望給予所有確實有
志服務港人社會的參選者一個機會，不
會因個別負面新聞而 「一棍子打死」 。

事實是，本屆特首選舉迄今為止堪
稱波譎雲詭、一波三折，對個別建制派
參選人來說更有 「恍如隔世」 之感。但
選舉從來就是有壓力、有挑戰、要承擔
的，更何況 「一國兩制」 、基本法框架
之下的特首選舉早已成為抗中亂港政治
勢力集中干擾、打擊的目標，令到參選

人要面對更複雜險惡的選情，市民亦感
迷惘和無奈。然而， 「爆內幕」 不可能
無止境， 「黑材料」 更不可能變成治港
良方，今日，特首選戰是時候返璞歸真
、正本清源，重新回到比政綱、比理念
、比能力的正確軌道上來了！

昨日正式遞交提名表格報名的唐英
年，已經在本月八日發表了題為《明天
在你我》的政綱。政綱內容分為十個部
分，包括多元經濟、增建房屋、優化管
治、推動民主、關懷老弱等。所謂 「欲
知心中事，但聽口中言」 ，要想了解唐
英年整個治港理念和施政構思，這份政
綱是值得一讀的。

整體說來，《明天在你我》政綱有
方向、有目標、也有具體策略和措施，
如其中 「多元經濟、繁榮共享」 章節，
提出了維持貨幣與金融穩定、經濟持續
穩定增長及多元發展、全民就業的總目
標，又具體提出了強化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協助國家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成立
金融業諮詢委員會以及積極落實 CEPA
協議、加大力度推動珠三角地區應用科
技的共同研究等，都可以說是在已有基
礎上進一步鞏固和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

不二之途。但就以加強融入 「十二五」
規劃和珠三角區域發展來說，並不是唐
英年政綱的 「新發明」 ，現屆特區政府
已在推行，但進度和成效都始終未如理
想。因此，對下屆特首來說，關鍵不是
再提目標、談方向，而是必須要以更大
的決心，更大的力氣去落實推行已經制
訂的措施和目標，力求要在較短時間內
見到成效、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唐英年在本港經濟發展和加強與內
地融合方面應該不會說 「外行話」 ，一
來他本是商界出身，其九旬老父唐翔千
三十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第一個到新疆投
資開設「天山毛紡廠」；而自○三年加入
政府工作之後，唐英年正是負責經濟、
財政及與內地融合的主要官員，對真正
做好發展經濟和融合內地的工作，他應
該比任何人更有經驗，也更責不容卸。

《明天在你我》政綱中比較突出的
是唐英年提出了要發展 「欖球型社會」
，即壯大中產階層、擴大基層向上流動
空間的構思。這一構思當然是可取的，
但如何能付諸實行、取得成效？仍有待
進一步提出更為充實的措施和辦法，才
能避免予人以 「烏托邦」 之感。

特區政府昨日發表《區議會委任
制度諮詢文件》，建議由二○一六年
開始取消區議會的委任議席。

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在本港
政制架構和發展來說，當然是一件
大事。

本屆區議會的委任議席，已經
由上屆的一百零二席減少至六十八
席，委任議席不斷減少，已是不爭
的事實。

要說原因，當然和本港整體政制
不斷走向民主化的潮流趨勢有關。當
特首和立法會邁向最終由普選產生這
一目標都已提上議事日程，當二○一
七可以普選特首、二○二○可以普選
立法會都已成為市民和輿論談論的熱
點之後，如果區議會卻還保留有委任
議席，那倒真是 「天方夜譚」 了。

所以，在整體政制發展和港人社
會主流民意大勢所趨的大格局下，區
議會委任議席退出歷史舞台已是無可
逆轉的必然，所以到二○一六年全部
取消，也不必再有什麼戀棧或猶豫。
如同個人和社會一樣，任何制度都不
可能、也不應該永遠一成不變，拒絕

跟上潮流只會令自己變成落後。
但是，今天議論要取消區議會委

任議席，並不等於說這個委任議席或
委任制度就是要不得、就是錯誤、就
是應該全盤否定的。這不符事實、更
不符歷史。委任制度是當年港英殖民
政府所一手炮製，但不能否定其歷史
作用，主要是為一些人進入政制架構
提供了渠道，起到了推動各方面、各
階層、各界別人士都來參與的作用。
如果不是有委任制，工商界、專業人
士如醫生、律師等，是不會自己 「毛
遂自薦」 ，參加地區選舉去加入區議
會的。

而在諮詢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的
同時，反對派同時也提出了要取消立
法會功能議席的問題。這是兩個性質
不同、權責不一的架構，立法會具憲
制地位，區議會只是地方組織，不能
混為一談。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的存
廢，必須按照基本法 「附件一」 和人
大關於政制發展的 「決定」 去執行，
不是誰說要廢就可以廢的。

【本報訊】受到農曆新年的因素影響
，本港上月通脹上升百分之六點一，較去
年十二月的百分之五點七升幅增加零點四
個百分點，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
的影響，基本通脹升幅百分之六點七，較
去年十二月的百分之六點四為高。內地通
脹回落、私樓租金連跌四個月加上食物價
格下跌，都有助紓緩本港通脹壓力。學者
認為本港通脹已經見頂，未來會逐步回落
，但由於仍有不明朗因素影響，回落的速
度仍會爭持。

港通脹擴大上月達6.1%
食品價飆升逾一成

港豪宅租金貴絕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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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發言人昨日解釋，一月份通脹升幅擴大，主
要是由於兩年間農曆新年在不同的月份出現，今年的
農曆新年在一月份，而去年則在二月份，導致旅遊費
用、外出用膳費用以及其他新鮮海產價格在一月份上
升所致。

至於基本通脹由去年九月開始，連續四個月升幅
維持在百分之六點四，上月才再上升，發言人認為要
更有效地判斷基本通脹走勢，當取得一月及二月份的
通脹數字後將兩者合併分析，會較有意義。

學者指通脹已見頂
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何濼生表示，內地通脹率下

跌，本港的食物價格亦在去年底開始回落，住屋指數
在連升多月之後開始回落，這些因素都紓緩了本港通
脹的壓力。他認為本港通脹已經見頂，未來會慢慢回
落。

至於回落的速度，他表示，由於仍有不明朗因素
影響，包括近期美元轉弱，令油價又有上升的壓力，
所以通脹仍處於爭持局面。

至於影響通脹的私樓租金，在連跌四個月之後，
上月跌幅收窄。根據中原地產的研究部披露，租金連
跌四個月，累計已下降百分之七點八。而中原新簽租
約統計，今年一月份全港八十五個大型私人住宅屋苑
的平均租金跌幅為百分之二點六，較去年十二月份的

百分之三跌幅收窄零點四個百分點，平均呎租為十九
元。中原預料本月租金跌幅亦將會進一步收窄，甚或
輕微回升，預期租金最快可在今年首季之內，正式終
止跌勢，這些走勢對通脹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政府關注對低收入影響
政府發言人又表示，隨着最近環球食品和商品價

格回落以及本港經濟增長減慢，通脹可望在二零一二
年內逐步回落。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本地通脹情況，
特別是通脹對低收入人士的影響。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一月份按年升幅最大的類別
為煙酒（上升百分之十九點五，主要由於煙草稅上調
百分之四十一點五），食品（不包括外出用膳）（上
升百分之十點九），住屋（上升百分之八點五），外
出用膳（上升百分之六點五），雜項服務（上升百分
之五點六），衣履（上升百分之五點四），交通（上
升百分之四點六）。

至於下跌的類別為電力、燃氣及水（下跌百分之
十五點六，主要是由於政府提供電費補貼）和耐用物
品（下跌百分之二點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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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香港
東京
莫斯科
紐約
倫敦

加拉加斯
日內瓦
波哥大
新加坡
拉哥斯
蘇黎世

里約熱內盧
孟買
首爾
悉尼
巴黎

聖保羅市
上海

阿布扎比
新德里

【本報訊】市區重建局就上環永利街推行的藝術家駐場
計劃，訂出框架構思，獲選中的非牟利文化藝術機構將可使
用永利街五號整幢四層高的唐樓，為期兩年，毋須付租金，
但要繳付管理費，初步估計每月數千元。市建局昨日邀請有
關機構提交意向書，預料最快下月底有決定。

市建局將永利街項目剔出重建範圍後，決定將已收購持
有的四幢唐樓，翻新後作非牟利保育研究及藝術用途，其中
永利街五號撥入藝術家駐場計劃。市建局昨日發出公告，邀
請有興趣的非牟利文化藝術機構，在下月六日下午五時前提
交意向書，包括就有意在該處推行的藝術活動提出建議。

永利街五號建於五十年代，樓高四層，沒有電梯，每層
有一個住宅單位，每個單位面積約為三百四十四至三百六十
六平方呎。市建局去年底完成復修翻新工程，單位內已備有
家電例如冷氣、雪櫃、熱水爐及洗衣機等。

市建局在永利街持有的其他三幢唐樓，即永利街七號、
八號與九號，其中兩幢撥予非牟利機構推行與居住用途有關
的服務，早前已進行邀請意向書行動；餘下一幢則已撥供保
育研究學者使用。

【本報訊】本港豪宅貴租世界居首。國際人
力資源研究機構ECA International調查指出，香
港的高級三房住宅租金平均每月逾一萬一千八百
美元（約九萬二千港元），租金按年升一成半。
以全球排名計，香港列第一，東京排第二，其後
依次是莫斯科、紐約和倫敦（見附表）。

ECA亞洲區總監關禮廉表示，跨國企業派駐
香港員工的數目增加，加上香港大部分市民因樓
價急升而轉買為租，使已經有限的出租物業市場

進一步受到加價壓力，導致物業租金大幅上漲。
關禮廉指出，外圍經濟不明朗，雖或減少外資公
司派員來港人數，但本港靠近內地，仍會吸引外
資進駐，相信租金將持續高企，今年料再上升百
分之五。

他又表示，雖然內地今年租金或再升最多一
成，但仍平過香港，面對租金高昂及來自上海及
新加坡的競爭，或削弱本港競爭力。

ECA調查是在去年九月進行，數據涵蓋全球
一百三十多個城市。調查發現內
地是租金增幅最大地區，惟因其
他地區的租金亦有所增長，故上
海只佔全球第十八位，而北京則
排第二十六位，較去年下降兩位
。ECA 指出，隨着內地樓價持續
下跌，大量準買家會先尋求租盤
，然後等待樓市走出谷底再作置
業決定，加上內地政策貸款標準
趨更嚴格，故帶動租賃市場需求
上升。

三房單位月租9.2萬

永利街邀藝術家進駐
兩年免租金 每月只交管理費

◀有國際調查構機指，本港豪宅
租金全球最貴 資料圖片

▲政府正研究維港引入水上的士 資料圖片

【本報訊】西九文化區、起動九龍東計
劃都在研究於維港引入水上的士，作為交通
或觀光工具的新選擇，政府跨部門初步研究
認為，水上的士須靠私營機構經營，因應維
港交通繁忙，水上的士不宜採用小型船隻，
而且難以像陸上的士般設有的士站供排隊等
客。

海濱事務委員會水域與陸地連接專責小
組將開會討論，可否在維港引入水上的士，
發展局、海事處與運輸署提交初步研究結果
指出，比較十個有水上的士營運的海外城市
例如澳洲悉尼、荷蘭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威
尼斯、新加坡以至泰國曼谷等經驗發現，水
上的士其實並無劃一定義，營運船隻由小至
只可載八人，到大至可載二百多人不等，收
費模式也各有不同，但大多是由私人機構營
運。

當局初步研究認為，若在維港引入水上
的士，也應是私營機構主導，因應維港海上
交通繁忙，平均每分鐘有二百二十艘船同時
在活動，當中包括有載客來往香港與澳門的
高速船，引起的海浪較大，若水上的士採用
小型船隻，乘客可能較容易暈船浪。而且若
水上的士用作瀏覽維港兩岸風光用途，乘客
也會喜歡舒適地乘坐在較大的船隻。

至於上落客問題，現時除了已批租予小
輪公司營運的碼頭外，維港兩岸有一百三十
四個政府或公眾船隻泊位，當中包括避風塘
，而受海事處有關條例規限，水上的士只可
靠在岸邊碼頭或泊位，在合理的時間內上落

客，但不能像陸上的士般設有的士站，難以像威尼斯水上的
士般，長期靠岸停泊等客。

在營運模式上，研究報告指出渡輪服務客量近年持續下
跌，在二零一零年，全港渡輪的平均每日載客量，只有十三
萬六千人次，佔公共交通總載客量只有百分之一點二，較一
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三點三再下跌，故此難以肯定在市場上，
水上的士能否有足夠客量需求支撐營運。研究報告建議，水
上的士可採用應召模式，在有客人時包船出租。

政府過往多次研究在維港引入水上的士的交通概念，規
劃署曾研究引入水上的士來往中環及筲箕灣海防博物館，中
途沿岸景點停站，方便遊客觀光。發展局近日推出起動九龍
東計劃時，也提出可在啟德海濱發展水上的士等水上設施，
增加城市活力。西九文化區規劃更有在沿岸建設水上的士碼
頭的概念，以渡船接載遊客到文化區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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