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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昨日辯論應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對曾蔭權
接受富豪款待事件展開調查，議案最終在分組點票遭
否決。政務司司長林瑞麟指出，行政長官曾蔭權在零
五年已表明接受必要的防賄規範，並已修訂防止賄賂
條例，將行政長官納入部分條文規範，而行政長官自
己亦受到公眾及傳媒嚴密監察，對於公眾對事件的關
注，曾蔭權已積極、認真及全面，從多個渠道就事件
作出回應，立法會無必要再調查。

曾蔭權已認真回應
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亦認為，無必要

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會或由立法會小組
委員會調查事件。他指出，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全體政
治任命官員和公務員的誠信和廉潔，故此要求他們時
刻嚴守個人品格和操守的最高標準，行政長官作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和特區政府的首長，更加有責任去維護
政府的公信力，以及致力達致市民對公職人員操守的
最高期望，行政長官對自己的要求也十分嚴格。

譚志源表示，明白社會對早前行政長官休假外遊
期間接受朋友款待，及在深圳租住單位的事很關注，
行政長官已多次重申他絕對沒有作出違反法例或內部
守則的行為，透過不同渠道，包括立法會，向社會坦
誠交代事件的來龍去脈，以釋公眾的疑慮，並表明放

棄租住深圳東海花園單位，以及委託專業人士與業主
商討解約安排。而對於多個政黨早前致函行政長官，要
求就事件提供更多資料，特首辦前日已透過回信逐一
回應，並透過立法會秘書長把資料交到全體議員手中。

行政長官早前成立由五人組成的防止及處理潛在
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現行適用於行政長官
、行政會議成員及政治委任官員，防止利益衝突的規
管框架和程序，並就改善措施作出建議。譚志源說，
特區政府一定會全面配合委員會工作，期望進一步完
善有關的制度。

民建聯、自由黨均表示反對有關議案，工聯會亦
認為曾蔭權已向立法會及市民交代事件。民建聯立法

會議員葉國謙表示，現時廉署正就事件展開調查，公
眾應相信廉署的能力，並等待調查報告，若立法會此
時成立專責委員會，會讓人感覺是向廉署施壓，打擊
廉署公信力。

等候廉署調查結果
自由黨的劉健儀則表示，事件令她感到痛心，但

對議員要求以權力及特權法作調查的做法有保留。劉
健儀認為，現階段廉署正調查事件，若立法會同時進
行調查，並不恰當，應待廉署調查有結果後，再決定
是否需要跟進。而工聯會的潘佩璆亦表示，對動議保
持中立態度。

旅遊界料郵輪客年增15%
【本報訊】啟德郵輪碼頭大樓及首個泊位將於明年啟用

，有旅行社把握商機，在九龍灣開設新的專營郵輪業務品牌
中心。旅行社預期，郵輪碼頭投入使用後，郵輪客按年可增
長一成至一成半。

安達旅遊集團子公司明媚旅遊昨日新成立郵輪假期品牌
GeoTraveller，並將服務中心設於毗鄰啟德郵輪碼頭的寫字
樓中，冀把握郵輪碼頭帶來的新機遇。GeoTraveller郵輪中
心總經理麥秀蘭表示，今年郵輪旅遊有普及化趨勢，據該集
團分析，未來數年全球郵輪客每年會有百分之七點四增長，
而本港在郵輪碼頭帶動下，可增長一成至一成半。過往郵輪
客多為富貴階層及退休人士，但已出現年輕化趨勢，預料三
十歲或以上旅客將超過一半。她又指，在各國著名河道上遊
覽的河船假期近兩年興起，如萊茵河，船隻可隨意靠岸，與
船上廚師到市場買菜返船烹調，體驗當地文化。這種郵輪產
品深受資深郵輪客歡迎，旅客升幅超過兩成。

捷旅假期董事總經理何栢霆則說，郵輪碼頭啟用會增加
本港負責入境接待的旅行社商機，及有利於銷售短途郵輪航
程，而捷旅大部分郵輪產品都不在香港登船，郵輪碼頭對生
意無太大影響。他又指，近幾年興起高檔的歐洲河船假期，
十天旅程每人需四至五萬元，但基數仍然較低，每年約二千
遊客，按年增長兩至三成。

康泰旅行社副總經理陳建鵬指，郵輪碼頭要到二零一五
年才全部落成，現階段公司會先加強招聘人手及人才培訓，
今年目標增聘十人專做郵輪業務。至於碼頭對康泰生意的影
響，則要視乎有無新航線及新郵輪來港，若郵輪容量及數量
增加，每年旅客會有雙位數字升幅。

【本報訊】立法會昨日完成辯論財政預算案，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圖）將於下周三發言。多名議員指出，政府已大幅增
加公共開支，但社會仍覺得不足，認為政府應推出更多針對性
措施解決結構問題，紓解民困。

民建聯的李慧琼認為，政府庫房儲蓄多、盈餘多，政府近
年亦推出很多 「派糖」措施，唯市民仍覺得措施力度不夠，未
能分享經濟成果，主要是因為未有針對性措施解決結構性問題
，是不健康的情況。李慧琼又表示，政府在預計財政狀況時，
應做得更準確，才能減低因估錯數對基建投資帶來的影響。

專業會議立法會議員劉秀成則指出，政府有需要檢討房屋

政策，提供平穩的土地供應，以免樓市大上大落。他建議興建
青年宿舍，給年輕人有多些空間，當他們有經濟能力後，自然
會搬遷，又建議設立 「N無人士」基金，向這批人士提供更多
針對性援助。

而會計界立法會議員陳茂波則指出，政府每年新增的經常
性經營開支，主要是推出一次性措施、成立援助基金及試驗計
劃的撥款或注資，但當中的試驗計劃零散，基金亦未必可在推
出當年用盡，令開支未能充分發揮作用，對社會發展的正面作
用大打折扣。他又表示，政府多次出現施政和民情脫節的情況
，認為政府官員應多落區，了解民情。

昏暗的燈光，顛簸的環境，重複的動作，刺耳
的噪音，這是一個電梯開門人工作環境真實寫照。
香港存在不少舊式的工廠大廈，老爺電梯是拉門，
電梯開門人這個職業就應運而生。這是第幾次做這
個動作，我想他一定已經不記得了，但他一定會記
得，第一次拉這個拉門時的無奈。可能由於某些原
因，這位開門人未能坐在舒服的帶冷氣的寫字樓裡
，但他也不願拿綜援，自己還有力氣，就要幹下去
，哪怕是如此孤獨枯燥的工作。這也許是香港基層
市民的堅韌精神吧。

本報記者 蔡文豪（圖）
夏盧明（文）

內地客e-道將擴至機場
【本報訊】入境事務處昨日公布，經常訪港內地旅客

e-道自助過關服務，將於下星期一起擴展至香港國際機場
管制站。

入境處發言人稱，繼落馬洲支線、羅湖、深圳灣、中國
客運碼頭及港澳客輪碼頭管制站後，已成功登記使用自助過
關服務的經常訪港內地旅客，可在香港國際機場管制站使用
e-道過關。香港國際機場管制站分別設有六條入境e-道及
四條出境e-道讓已登記的內地旅客使用。

e-道自助過關服務適用於已成功登記的經常訪港內地
旅客。登記處設於落馬洲支線、羅湖、深圳灣、中國客運碼
頭、港澳客輪碼頭及香港國際機場管制站。登記費用全免。

已成功登記e-道服務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亦可於下周一
起，在香港國際機場管制站使用e-道過關。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二日電】近年來
香港長者赴內地養老人數出現下跌，除了部分長
者因難抵內地高通脹且儲蓄耗盡後回流返港之外
，更有港人長者由於無法享受內地醫療福利和領
取長者津貼等因素而影響北上安老信心。有香港
長者表示，粵港兩地需推出相關措施解決香港長
者北上養老存在的問題，期待明年中推出的 「廣
東計劃」能為在粵養老的長者兌現福利提供便利。

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對養老院需求
也逐漸大增。為了紓解對養老院的需求，近年來
一些香港社會組織嘗試在內地開設養老院。作為
香港社會組織 「北上」的一個研究樣本，香港賽
馬會深圳復康會頤康院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記者近期前往頤康院探訪發現，這裡背山面
海，空氣清新，院內設施齊全且環境十分優越。
據香港復康會註冊社工梁錦滔介紹，深圳頤康院
由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 2001 年斥資

9600 萬港元予 「香港復康會」在深圳梧桐山上
興建，目前居住在這裡的108名老人當中，僅有
四成來自香港。

據梁錦滔介紹，入住頤康院每月收費豐儉由
人，由2500元至7000元不等，視乎房間和護理
服務而定。記者發現，儘管收費並不貴且服務標
準十分高，但現有350個復康及護理安老院宿位
的頤康院，目前空置率過半。

據透露，按照設定，頤康院只給香港的老人
提供服務，但基於諸多制度方面的掣肘，很多香
港老人不願意到這裡來養老。為解決空置率，頤
康院於2010年3月開始向內地老人部分開放。

「長居內地的香港長者無法享受內地的醫療
福利，看病產生的醫療費用又無法回香港報銷。
」頤康院院長莫思傑受訪時稱，目前 「生果金」
的離港限制，對長期居於內地的香港老人兌現福
利影響較大。

年過七旬的香港長者鄭伯表示，內地醫療設
施的安排、長途交通的不便等，令他們對跨境養
老心存擔憂，此外加上政府未能提供充足的福利
配套，影響了北上養老的信心。鄭伯還表示，粵
港兩地應正視並共同面對差異，出台一些新措施
緩解壓力。對於近期港府推出的 「廣東計劃」，
他表示十分期待能為在內地領取養老金，為北上
養老帶來便利。

戰略求變 戰術求穩
—給下屆特區政府的公開信

劉迺強

在《大公報》連續寫了三十四篇，這在特首選
舉投票的前夕發表的第三十五篇，算是終結篇。我
被視為 「梁營」，並且還被對方稱為 「極左」，但
從過去的文章，可見我跟梁振英之間，還有一定距
離；至於我是否 「極左」，更有客觀的基礎讓大家
去評估。

作為總結，我想借用周八駿兄的一個觀點：新
一屆政府是從 「繼往」過渡到 「開來」的政府。用
梁振英的競選口號說，就是要 「穩中求變」。關鍵
詞是 「變」；變也者，就是跟以往有質的不同。這
一系列的文章，闡述了我對變的一些看法，這些建
議跟梁振英的政綱相比較，我的當然較有新意和更
加進取。 「矯枉必須過正」，只有更加進取，才能
扭轉局面。這是評論員跟候選人的分別，他需要爭
取選委的大多數，我則可以隨意自說自話。但是無
論如何，我既毋須開支票吸引選票，因而我的建議
絕大部分都同樣是可行的，前提是政府自己也要變
，變得以民為本，因而更加積極進取。

政府要更加積極進取，是符合當今世界大趨勢
和我國中趨勢的。過去四十年，整個世界都因為受
了新自由主義影響，歌頌貪婪，公共政策變得過分
親商，傾向什麼都私有化，什麼都放手不管，結果
是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到最後人民連工作都沒有
了，藏身的片瓦也沒有着落，全球經濟也因全球的
貧富懸殊和消費不足而走到窮途末路。當今整個世

界都在往左轉，都在追求更多的公平，西方社會如
是，我國社會如是，香港也不能免俗。

「小政府，大社會」這新自由主義口號已經徹
底破產，但是我們絕對不主張要改變為 「大政府，
小社會」，而香港也沒有這土壤。尋求政府和社會
之間如何分工，如何平衡，將是未來五年政府求變
的主調，同時也是社會中爭論和爭奪的主調；因為
這中間必然出現權力分配的大轉移，和資源分配的
大轉移，是一個零和遊戲，某些人得必然是某些人
要失，有人快樂有人愁。這就是下屆政府任內社會
動盪與不和諧的根源，而政府的重要責任之一就是
要保持社會穩定和諧。因此，戰略上，下屆政府要
像我上邊所說的積極進取，矯枉過正；但是一到執
行的環節，戰術上則一定需要十分謹慎，把社會動
盪與不和諧減到最低。戰略求變，戰術求穩，變是
方向，穩是手段，這就是我對「穩中求變」的理解。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事物一旦發展到成
為潮流，誰也改變不了。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在這潮流趨勢中將會受到損失的某些財團要明白
，這不是梁振英的問題，更不是中央的問題。潮流
如此，沒有梁振英，也會出一個王振英、李振
英。下一階段，同樣需要商人，只
要改變作風，尋求與社會絕大多數
市民共同富裕，一起提高生活質素
，反而更加長久。

強強言言
壯語

卸責投白票將拉低香港選舉層次

東方渚

「黑材料，投白票。」儘管西方國家選舉中也
出現類似現象，但在本屆特首選舉即將進入高潮也
將接近尾聲時，出現這種鮮明的 「黑白亂象」和社
會反應令許多人始料不及。一是在初期和中期，有
選舉陣營 「黑材料」滿街轉而政綱無人過問，媒體
跟風炒作，把選舉政治變成了娛樂新聞，令本港選
舉直接從觀感上拉低了層次；二是在選舉接近尾聲
時，有候選人和選委公開呼籲其他選委 「投白票
」，甚至有選委在公開場合向某人保證 「一定會
投白票」，令香港民主政治發展蒙上 「玩嘢」的
陰影。

選委須有界別利益與政治承擔
在本港現行的選舉制度安排下，1200名選委的

名額遠比過去400、800名選委有了更廣泛的代表性
。這也意味着，在正式啟動行政長官普選前，選委
的選票仍然不代表個人，而是代表某一界別行使選
舉權。即選委選舉權的合法性，來源於其所代表的
界別的選民群體選舉權的集中賦予。除了當然選委
外，自動當選或界別選委的勝選，已經通過了既定
的、合法的選舉程序，他行使的就是這一界別的法
定選舉權。所以說，選委是特殊的選民，他不能依

個人的喜好行使投票權，而必須服從界別利益，代
表界別意願，時刻不能忘記自己的代選人身份。這
就要求選委作為界別的選舉授權人，必須以界別利
益為依歸。而 「投白票」是放棄界別利益於不顧的
行為。比不投票更顯得沒有政治承擔。所以，公開
聲明 「投白票」，是公然漠視界別利益的表現。

從政者須重視 「責任政治」
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曾提

出 「信念政治」與 「責任政治」的概念，他指出
「從政者不能單談信念，還要切實考慮決策帶來的

後果，這是責任政治。」令人感到遺憾的是， 「信
念政治」得到香港社會的較多認同，很多人認為
「政治就是意識形態」，而 「責任政治」的理念在

香港並不是那麼受到重視。因此，反對派為 「反對
而反對」、罔顧建設的無政府主義理念，得到很多
港人的包容。在目前的情況下， 「投白票」屬於
「信念政治」，其目的是使行政長官選舉流選，

將自己不喜好的選舉人拉下馬，後果將使香港政
治進入一種混亂、市民無所適從的狀態。這種不
負責的做法，顯然是與韋伯倡導的 「責任政治」
相背離的。

選舉畢竟不是 「一場比賽定輸贏」的賽馬，選
舉是有責任地選擇為未來承擔責任的領導者，是
雙方對未來的共同承擔。其中包含兩層含義
：有責任的候選人，有責任的選舉人。因
此，不負責地 「投白票」是拉低香港
選舉層次的行為，不值得提倡。

【本報訊】立法會昨日否決反對派提
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行政長官曾蔭
權接受富豪款待事件的議案。政府亦表明
反對立場，並重申，曾蔭權已積極、認真
及全面地，透過不同途徑向社會坦誠交代
，無必要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多名議員亦
反對議案，認為廉署正就事件展開調查，
若立法會再展開調查，會打擊廉署公信力。

長者北上安老存隱憂
盼廣東計劃早落實

▲在深圳養老的香港長者期盼 「廣東計劃」 早日落實，為
他們帶來便利 本報記者黃仰鵬攝

▲曾蔭權已
透過不同途
徑向社會坦
誠交代接受
款待事件
資料圖片

不見天日的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