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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安生何曾以身作則？

特首曾蔭權捲入 「利益衝突」風波，引來一眾
反對派瘋狂的攻擊，姑且不論風波本身如何，但反
對派這種 「見血而噬」的本性卻是表露無遺。延至
昨日，這股 「血腥味」連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也
被吸引過來，大談公務員應「以身作則」，試圖也想
在污水中撈一碗血水喝。但曾被揭發運用特權 「十
成按揭」買樓的陳方安生，本身一點也不乾淨。

久未露面的陳方安生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
會後被問及特首利益衝突風波時如此回答： 「公務
員一向的核心價值是廉潔和奉公守法，作為領導階
層，無論是特首或局長，都要以身作則。」雖然她
未有指名道姓，但其含沙射影的意圖卻是再明顯不
過。

但曾為公務員之首的陳方安生，沒資格叫別人
「以身作則」，因為她自己就沒有作好這個 「公務

員守則」。

運用特權十成按揭買樓
二零零七年陳方安生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時

，遭專欄作者重揭 「舊瘡疤」，指她在一九九三年
擔任布政司時，涉嫌以十成按揭買樓。陳方安生事
後一直聲稱當年是以兩個物業作抵押，並無取得任

何特權。但媒體進一步揭發，陳太所指的 「第二物
業」是一個她與丈夫共同持有的單位，但該單位
在玫瑰新邨獲得十成按揭後，已迅即向恒生銀行
贖回。

換言之，陳方安生的確獲得銀行 「十成按揭」
，並不存在 「兩個物業」作抵押的情況。

當時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還專門就此開會，
邀請政府解畫。而民間批評聲音不絕，連反對派一
些立法會議員也要求澄清事件，認為當中有嚴重的
利益衝突嫌疑。

但由於事隔多年，許多證據早已 「湮滅」，再
加上她千方百計拒絕承認，公眾無法知悉真實情況
。即便如此，在民意壓力下，她最終還是放棄了零
八年立法會連任選舉。而其 「十成按揭」醜聞，至
今仍舊是個未解謎團。

就這麼一位被指責運用特權謀私利的前公務員
，幾年之後的今天突然 「華麗轉身」，從 「醜聞者
」變成 「衛道者」、從 「得益者」變成 「旁觀者」
，大談公務員操守、大談做人原則。她大概以為香
港市民已經淡忘了 「十成按揭」、淡忘了對她的連
串指責。

當然，她所說的原則絕對正確，沒有人會否
定，但經她之口說出，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如果陳方安生真的為公務員形象着想，應
該見好就收，安享晚年，而不是像立法
會的反對派一樣，抓着機會又來 「抽
水」。

公院醫護人員不是這樣管的
——給下屆特區政府的公開信

劉迺強

有朋友半開玩笑的說， 「醫院管理局」應該叫
做 「醫生管理局」。這裡有兩重意思：首先，它是
由缺乏管理訓練的醫生作管理，其次，它主要是管
理醫生。這樣下來，醫院管理局，便沿習了近數十
年日趨形式主義的管理方法，文山會海，事無大小
，都有指引，基本上是為了達致既定的目標，讓管
理層可以交數，和於出事時可以免責，而不是解決
問題，和以有限的資源，為病人提供最佳的服務。

大家還會記得有病人於明愛醫院急症室門前因
失救而斃命的例子，這就是目前的管理方法一個典
型失誤。這案例中誰都按指引辦事，所以誰都沒有
錯，而撰寫和批准這指引的人，當然也沒有錯，於
是死者死於不幸，事情不了了之。我很相信，管理
層事後會額手稱幸，要是沒有預先做好詳細的指引
，出了事便麻煩了。這就是這種管理哲學的精要所
在，它是為管理層服務，病人的福祉排得比較後。

管理學大師奧其（W. G. Ouchi）早在其1979
年開創性的文章中，就特別指出，醫療機構是不可
能靠官僚主義的架構去管理的。所以自古以來，醫
護人員都注重灌輸專業道德。以我作為公營醫療使
用常客的親身感受，今天香港的公營醫療系統還是
挺好的，主要是受着強勁的專業精神支撐着，但這
團火正在熄滅中。

醫管局前線工作者萬二分辛苦不在話下，但怨
氣沖天卻在於他們普遍覺得精力大量浪費於他們不

覺得有用，因而不覺得有滿足感的文山會海之中。
他們很多人已經離開，留下的也不安於位。據我親
身的接觸，許多醫生進入私營機構，或者自己掛牌
，大都還不是主要為了賺大錢，因為要是貪錢的話
，很多早就離開了。他們感覺是被迫離開。

公營醫院醫生反對醫管局從外地引進醫生，跟
所謂的 「保護主義」無關。因為外來醫生既不影響
他們的飯碗，也不影響他們的收入。他們之所以反
對，是認為這是揚湯止沸、掩耳盜鈴的措施，不但
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反而使醫生覺得不被重視，成
了代罪羔羊，要被代替，引起他們普遍的反感。對
「保護主義」排山倒海的攻擊，根本沒有道理，只

會增加對抗情緒，損害他們的士氣而已。
公營機構的醫生不是這樣管理的，這一點，已

經是除了目前醫管局管理層以外的業界內外有識人
士的共識。下一屆政府，為了要抓好醫療服務，不
管誰當特首，都要直面醫管局這管理哲學上的根本
謬誤。只要端正了理念，並據此趕快修正目前很多
的做法，政府毋須多花一分錢，也不用增加人手，
便能很快釋放很大的正能量，上下士氣高昂，效率
自然大增，人心舒暢，錯誤也
會少犯。

當然，這只是修正香港醫
療政策的第一步，明天再繼續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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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唐梁梁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昨日透露，日
前深夜收到一封由陌生人發來關於 「某候選人」黑材
料的電郵及相片，他即時刪除，亦要求所有收到電郵
的競選辦同事刪除。梁振英表示，一直要求團隊避免
瓜田李下，自己 「無需要也都唔會搞任何人黑材料」
。梁振英亦表示，支持他的人好多，他不可能為支持
者的講法和做法而一一作解釋。

對於有報道指梁振英競選辦成員出席鄉議局鄉紳
「拉票」飯局一事，競選辦主任羅范椒芬重申，她是

被邀請去的， 「至於鄉紳怎麼安排就唔知，去到才見
到出席人士，至於飯錢，競選辦三位各自給錢。」梁
振英表示，他被邀請出席同選舉活動有關的場合，事
先不知道有什麼人出席，也控制不到。但凡是競選辦
組織的活動以及個人社交活動，都十分小心所接觸的
人士。

梁振英昨天表示不認識所謂的江湖人士 「上海仔

」。對於支持者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昨天在北京表示
因 「上海仔」掌握唐英年 「黑材料」才經人認識其一
事，梁振英表示不知道，支持他的人好多，他不可能
為支持者的講法和做法而一一作解釋。

梁振英日前接受電視訪問臨場中斷，梁振英表示
，並不是因為訪問涉及敏感問題，他描述，當時根本
沒有時間做足問題的詳盡回覆，在現場表示會再安排
時間，遂於第二天進行採訪。另外，梁振英解釋，未
能出席如法律界選委舉行的論壇完全是因為時間問題
，自己近期也婉拒過青年界、勞工界、社福界的論壇。

另外，梁振英競選辦主席張震遠於電台節目上表
示，候選人批評別人的短處很正常，認為港人會分析
和判斷，又堅稱梁競選辦與抹黑對手的材料無關。他
又稱，競選辦的三名同事是應鄉議局的選委邀請出席
飯局，席間有討論新界事務及僭建問題，強調梁競選
辦跟傳媒所指的江湖人物沒有任何關係。

收到黑材料電郵即刪除

梁振英自本月初在其競選網頁上載
PDF 版本的 「終極政綱」後，昨日又向
傳媒公開正式的印刷版本完整政綱小冊
子。

梁振英表示，兩個月前開始以 「政綱
諮詢稿」形式陸續頒布政綱政策，通過凝
聚社會智慧，得到不同地區、行業、階層
的朋友一起參與，他希望若當選施政可以
得到認同。

終極政綱加入新元素
在原政綱的十一個不同政策範疇基礎

上， 「終極政綱」又加入諸多新元素。在
行政及政治體制一項中，有人質疑政策
提到關於普選和政治制度民主化內容不
多。

梁振英表示，他十分重視香港政制發
展和民主的作用，今次的選舉工程中即使
制度上沒有要求，而他都通過落區將其理
念、政綱帶給市民， 「一定要得到市民嘅
支持先可以有效施政」。篇幅不多，是因
為想要 「留出最大空間」，他表示若當選
，會繼續與社會各界交流。

梁振英表示，以往曾擔任基本法諮詢
委員會秘書長，負責諮詢各界對於基本法
包括政制設計等方面的意見，二十多年來
都為香港民主發展盡最大努力，今次參選
是身體力行。他續指，不是因為不重視普
選的訴求，才不去參加周末普選聯的論壇
，而是由於時間編排問題。

關於政綱中房屋政策提出的，在私人

樓宇方面， 「政府可考慮推行低息或免息
貸款計劃」，梁振英表示，政綱中清楚寫
道，前提是 「當私人樓宇供應充足時」，
才會這樣做，最重要是，不想因為有低息
或是免息的措施，反而推高樓價，造成適
得其反的效果，令想要買樓的市民買不到
樓。

土地政綱中提到的 「港人港地」政策
，加入新條件 「在市場過熱時」，梁振英
表示，本意是要有彈性，要根據市場變化
。 「港人」的定義則包括永久居民和非永
久居民，他在去年十二月口頭向傳媒介紹
過，並沒有與之前的政策有出入。

研推動標準工時立法
標準工時方面，梁振英加入 「就標準

工時的調研，成立專責委員會……研究推
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和涵蓋範圍」。梁振
英表示，並不是抄襲另一名行政長官候選
人唐英年的政綱，而是基於聽取多方面勞
工界意見而修訂的。

對於政綱比其他兩位候選人的優勝之
處，梁振英認為，他的政綱是同社會各界
接觸過，廣泛、深入諮詢的成果，是一個
執政的政綱。

他說，未來十七天，會犧牲睡眠時間
，繼續接觸選委、爭取選委，不會忽視選
委。對於整個選舉工程，梁振英說，他會
守住幾條重要的底線，一是合法，二是君
子之爭，三是努力、扎實，勤懇根據計劃
去做好選舉工作。

行政長官候選人梁振英昨日正式公布印刷版本的 「終極政綱」 ，進
一步詮釋新加入內容的原意。他表示十分重視港政制發展和民主，故在
政綱中 「留出最大空間」 ，繼續和社會各界交流。而在私樓方面， 「政
府可考慮推行低息或免息貸款計劃」 ，前提是 「當私樓供應充足時」 ，
並不是為地產商托市。他再次強調，今次選舉，是合法的君子之爭。

本報記者 王 欣

▲梁振英表示，重視政制發展，故在政綱中 「留出最大空間」 ，繼續和社會各界交
流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唐英年表示，雖然政制發展是極具爭議性的課題，但他不會迴避敏感問題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昨日出席由終極普選聯舉辦的特首候選人政
制論壇。唐英年表示，雖然本港的政制發展是極具爭議性的課題，但迴
避敏感問題並非解決問題的方式，他承諾，若成功當選，將以開放和包
容的態度聽取各界及公眾意見，以公開、公平、公正的方案，落實一人
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本報記者 汪澄澄

唐英年表示，香港的政制發展是極具
爭議性的課題，但他不會因為議題的敏感
性就採取迴避，迴避並不能解決問題。他
願意面對不同界別及持不同政見的團體，
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聽取不同意見，他亦
相信，大家秉持和而不同、互相尊重的原
則，去討論落實雙普選的方案。他並承諾
若成功當選，會立即啟動討論如何落實雙
普選的程序。

關於如何落實雙普選，唐英年指出，
要普選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是爭論焦
點，雖然功能組別的存在有其歷史因素，
但若要普選立法會，則功能組別必須改，
但無論如何改，都需遵從基本法的相關規
定。至於普選行政長官，他指出，如何提
名是關鍵。當被問及會否降低普選的提
名門檻，以及不設篩選機制，他表示，
特首有責任爭取最公開、公平、公正的
方案。

不迴避敏感性議題
關於本港是否可以發展政黨政治，唐

英年認為，有選舉就會產生政黨，而政黨
政治亦會隨之發生，但政治制度不會為某
政黨度身定做，相信無論最終當選的人是
否具政黨背景，都不會只站在政黨角度考
慮問題，而會考慮全港七百萬市民的利益
，他稱至少自己能夠做到。

當被問到能否保證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時，唐英年回應說，已在政綱中清晰寫明
，會維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並認為公務

員的政治中立，對協調工作十分重要。由
於社會問題日益複雜，公務員團隊的工作
往往需跨部門合作，難度大增。但他相信
，憑藉九年的政府工作經驗，可以處理好
跨局、跨處的協調工作。

有能力協調各部門
關於區議員委任制是否可在二○一六

年取消，唐英年重申，政綱中的所有內容
都是根據自身經驗及對香港現時政制發展
情況而擬定，具有可行性，因此，是 「講
得出，做得到」。至於立法會分組投票是
否應取消，唐英年表示，會先諮詢公眾意
見，最終是否取消，仍需立會三分之二議
員通過。

唐英年在論壇的尾聲重申，相信智慧
在民間，亦相信市民對挑選特首心中有數
，並相信市民會選擇一個有能力和經驗去
領導政府有效運作的人。

另外，對於有報章指 「上海仔」郭永
鴻不認識梁振英，反而認識唐英年，唐英
年昨透過競選辦發出聲明表示不認識此人
，並於論壇後多次強調，根本不認識郭永
鴻，更談不上有交情。

關於雙向兌換保證的安排，唐英年表
示，是其零五年擔任財政司司長時做的決
定，他說，引入一個機制，能夠對強、弱
兩方都得到保證。而整個聯繫匯率的制度
，在過去三十年是行之有效，是維護香港
經濟金融穩定的重要機制，他目前沒有計
劃去改變。

【本報訊】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接受通訊社
彭博（Bloomberg）訪問時稱，近期有不少不利於他
的負面新聞，但若能當選，肩膊上亦不會有任何擔
子，並批評梁振英缺乏經驗，選他做特首有風險，
香港人不應把下一代的未來寄託在梁振英身上。

面對婚外情和僭建等一連串負面新聞，在多項
民調顯示，唐英年與另一候選人梁振英的支持度差
距拉大。不過，唐英年於訪問中表示， 「慶幸所有
負面新聞已經公開（glad that all these scandals are
out）」，而若能於本月二十五日的行政長官選舉中
勝出， 「肩膊上亦不會有任何擔子（I would not
have all these yokes around my shoulders）」。

唐英年訪問中又提到，當選後會將香港公屋項
目擴大六成，但未有具體時間表。他又表示，人民
幣五年內不會自由兌換，而港元與美元脫鈎並轉與
另一種不可自由兌換貨幣掛鈎的可能性極低。

唐英年近期多番點名批評梁振英，他在訪問中
亦提到，梁振英缺乏經驗，選他做特首有風險，因
為香港需要一個在建立共識方面具有經驗的領導者
，為下屆普選行政長官打下基礎， 「梁振英在這方
面沒有經驗，選他有風險，香港人不應該把下一代
人的未來寄託在梁振英身上」。

另外，唐英年昨於社交網頁facebook的個人網頁
上，上載了一條政綱的宣傳短片，名為 「更多幸福
理由」，以砌圖代表其政策能建構美好的香港。短
片長約五十秒，主力推銷五個範疇的政綱，包括房
屋上會撥款一百七十六億元，增建四萬個資助單位
；公立醫院待產一人一床位，有薪假增至十二周；
長者方面則動用約七十億元，讓合資格長者每月取
得三千元的生活津貼；勞工假期增至十七日，公務
員全面五天工作制；以及適齡入讀大學比例由百分
之十八加至百分二十五，並落實十五年教育。

當選後將增建公屋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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