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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公僕同舟共濟
創建新夥伴文化

特稿

關 昭

地鐵加價擇肥而噬

井水集

每年四月一到，就是 「加價季節
」 的開始，也是市民 「反加價」 行動
的開始。昨日，就有包括新界社團聯
會在內的多個團體及政黨前往政府總
部請願，抗議地鐵加價。

而在此之前，天星小輪、電車、
九巴等早已開始加了價，眼下除地鐵
外，的士也在提出加價要求， 「落旗
」 起錶要由二十元加至二十二元，還
有一些專線綠色小巴也在申請加價。
總之市民只要踏出家門一步，乘上公
共交通工具，就很難逃得出這個加價
的天羅地網！

對此，廣大升斗市民的確感到十
分無奈，也感到十分氣憤。年前，政
府運輸部門與多家公共交通公司反覆
磋商後，設立了一套票價 「可加可減
」 機制，即票價要按照當時的通脹、
公屋住戶、工資收入、消費物價指數
等指標調整。表面看來， 「可加可減
」 似乎相當合理、也很公道，應加就
加、應減則減，但多年實行下來的結
果，在居民記憶中，就是只有 「可加
」 、並無 「可減」 ！公共交通公司總
會根據 「公式」 找到 「可加」 的 「數

據」 ，但從廣大市民收入並無增加，
只有東西樣樣貴、物價不斷加。

就以眼前地鐵為例，最新提出的
加價幅度高達百分之五，而近年已分
別加過兩次，每次幅度百分之二至三
，三次加起來就已經超過一成。那麼
，試問過去三幾年內，有那一個行業
、有那一個階層、有多少市民大眾，
扣除開支物價上漲，收入有增加超過
一成的？因此，傳媒訪問地鐵乘客對
加價的意見，被訪者除了表示反對之
外，還憤憤不平的說， 「可加可減」
，是 「有加無減」 ！

市民這種無奈而又憤慨的心情是
不難理解的，因為他們感受到明顯的
不公平。事實是地鐵公司年年賺大錢
，去年利潤即達到一百億元，但公司
發言人竟說，百億利潤有一半是來自
沿線上蓋物業的收益，但地產市場會
有風險收益不能作準，只有票價才是
穩定的收入和 「可靠」 的。

嗚呼哀哉，如此加價 「理據」 ，
只因市民 「容易食」 ，就要年年加，
如此廣大乘客除了宰割
由人又還有什麼選擇？

梁振英為了解公務員的工作、訴求及想法，他昨
午用了逾兩小時，在兩個時段，分別與近十個公務員
團隊，包括警察評議會、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香港
公務員總工會及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等代
表，以及香港政務主任協會的代表會面。

梁振英會後會見傳媒時強調，政府與公務員團隊
及全體港人是 「同坐一條船」的，因此他希望能與公
務員團隊建立新的夥伴文化及關係，多 「聽」他們的
意見，與他們共同制 「訂」政策，以及在公務員遇到
無理責難時，力 「撐」公務員，以實行他於政綱曾提
出 「聽、訂、撐」的宗旨，與公務員合作。

會面雖短 距離拉近
梁振英又指，今次會面時間雖短，但能了解公務

員同事的想法，希望在今年七月一日上任前，再有機

會進行類似活動，與不同公務員團隊會面，了解其工
作。此外，他表示，尊重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傳統，如
果有公務員同事基於他未曾全職在政府做事，而不清
楚其作風的話，他願意與廣大公務員接觸，盡最大的
努力，拉近彼此距離，讓同事了解及認識他的理念和
政綱。

另外，被問及會否繼續出席立法會西九事件的專
責小組的調查，梁振英表示，未有研究相關的法例，
但就他個人意願來說，不論在七月一日前或後，他都
願意以任何身份配合。

公僕團隊：深感誠意
在出席今次與梁振英會面的公務員團隊中，第一

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主席李惠儀表示，梁
振英於席間有靜心聆聽各團隊代表的意見，且不時以

紙和筆紀錄重點。她說，該會公務員會繼續支持現屆
政府施政，及與下屆政府合作，在席間，他們提出五
天工作等建議。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高級副主席陳世炯表示，該
會期望政府加強其管治威信，提高公務員團隊的士氣
及待遇。由於香港特區只會有一個政府及一個管治班
子，雙方於會上只作初步交流。

香港政府華員會副會長利葵燕表示，為配合梁
振英 「穩中求變」的理念，該會在席間提出，希望
未來的公務員團隊能堅守政治中立的宗旨；在政府
制訂政策前諮詢市民及公務員，以優化操作；以及
望下屆政府在公眾接受程度可行時，才推行改革的
政策。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主席倪錫水指，他們在
與梁振英對談感到其誠意，且梁振英也表示，希望以
後每年也會進行一次類似的溝通會議。他表示，該會
表達了紀律部隊人員住屋安排及人手不足等問題，梁
振英亦已表示關注問題，但就未有作出任何承諾。而
公務員工會聯合會主席劉錦耀則於會上提及，公務員
就業及服務範圍等問題。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早前表示希望與另兩名行政長官
參選人唐英年及何俊仁見面。何俊仁昨日稱，希望在下月中聯同其他
反對派與梁振英作嚴肅的交流。梁振英回應何俊仁指，期待日後有
機會與何俊仁及其他反對派共商港事。

在行政長官選舉中僅獲得七十六票而落敗的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昨
日在電台節目中透露，梁振英透過競選辦主席張震遠邀約他會面，但
何俊仁稱，如果會面只屬禮節性，則沒有需要。他說，現在透過張震
遠商討，希望梁振英不只是見民主黨，也見其他反對派的代表。他期
望梁振英能夠在下月中與他們進行一次嚴肅的工作會議，討論政策問
題。

梁重申願與各方合作
何俊仁又指，不排除與梁振英領導的特區政府，建立工作關係，

只要政策對市民有利，民主黨會支持，不會 「逢梁必反」。他亦重申
，民主黨不會加入梁振英的管治團隊。

梁振英昨日在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會見記者時表示，希望與何俊
仁及唐英年先生以作為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身份會面。 「我希望向他們
兩位提出一個清晰信息，就是由選舉結束開始，香港再沒有 『梁營』
、 『何營』、 『唐營』，只有一個 『香港營』。」梁振英強調： 「這
個信息是重要的，我希望表達我願意跟唐英年先生、何俊仁先生，以
及他們的支持者團結，一齊繼續為香港出力。」至於和反對派及其他
政黨的會面和討論，梁振英相信日後一定有機會。他表示，即使何俊
仁不想以行政長官參選人的身份跟他會面，他亦期待日後有機會與他
及其他反對派共商港事。

【本報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昨日表示，候
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未有邀請他加入下屆政府，又
說民建聯有人才、有誠意、樂意服務社會、願意
加入政府團隊，但能否加入，並非由民建聯可以
決定，要由新任行政長官決定。

曾鈺成又說，民建聯未來最主要的工作是在
議會，希望九月立法會選舉贏得好成績，自己亦
準備參選，但最終安排要交由黨決定。

【本報訊】前醫管局專業事務及人力資源總
監高永文昨日表示，若被新一屆政府邀請加入問
責團隊，會認真考慮。他又認為，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周一嶽適合留任，因為他手頭上有 「雙非」
孕婦和公私型醫療配合工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局長蘇錦樑則表示會與同事努力完成手頭工作。

認為周一嶽適合留任
有報道指高永文可能會加入新一屆政府的管

治班子，他昨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後表示，暫時
未就這方面與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有過溝通，若
被新一屆政府邀請，對於這樣嚴肅的事，會認真
考慮。高永文指，自己傾向是做前線臨床工作和
義務工作，例如在紅十字會。他重申，由一開始
就欣賞梁振英，表示會支持他，自己考慮是否加
入政府班子與新一屆政府民望無關，他認為市民
應該給新任特首時間，用工作表現證明是否值得
信任。高永文又認為，周一嶽適合留任，因為他
手頭上有兩件重要的事去解決，即 「雙非」孕婦
和公私型醫療的配合工作。

蘇錦樑：努力完成餘任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在一個公

開場合未有正面回應是否受到候任行政長官梁振
英邀請留任的傳聞，他表示，局方的政策範疇很
多，餘下任期仍有很多工作，會與同事努力完成
手頭的工作。

另外，有報道指發展局長林鄭月將是新一屆
政府的政務司司長大熱人選，林鄭月娥出席公開
活動時沒有回應相關提問。出席同一場合的則表
示，不會就留任問題作出回應。

梁
振
英
：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會見多個公務員團隊後表示，政府的施政需要整個公務員團隊
共同努力，政府與公務員都是 「同坐一條船」 的。因此，他希望下屆政府能與公務員共建
新的夥伴文化，實行其 「聽、訂、撐」 的施政宗旨，與公務員團隊合作。

本報記者 鄧 湄
曾鈺成：
民建聯成員願加入政府

高永文：
認真考慮加入問責團隊

CY期與何俊仁交流
【本報訊】多名示威者於行政長官選舉投票

當日，於會展門外示威搗亂，嚴重影響選舉的進
程。警務處處長曾偉雄指，警方當日使用胡椒噴
霧是有責任確保選舉順利進行，採取果斷行動阻
止示威者突破警方防線，做法並無不妥，但他並
沒有直面回應留任處長一事，只強調現時無意找
另一份工作。

於剛過去的周日在會展舉行的特首選舉，逾
百名的示威者於會展門外示威，甚至一度衝擊警
方的防線，嚴重影響選舉的進程。曾偉雄昨日出
席荃灣區議會會議後表示，對於警方於選舉當日
向示威人士使用胡椒噴霧，主要是警方有責任確
保選舉順利進行，採取果斷行動，阻止示威者衝
擊警方防線，做法並無不妥，又指若有市民認為
警方行為不適當，可以投訴。

曾偉雄說： 「警方當日能先作出警告就會作
出警告，但警方有責任確保有關活動能夠順利舉
行，若有任何人士覺得警方的行動不適當，我哋
會歡迎市民作出投訴。」被問及是否留任警務處
處長一職，曾偉雄並沒有正面回應，只指目前無
考慮其他工作，會繼續帶領警隊。

對於有指黑客入侵 「鍾氏投票」系統，曾偉
雄回應，警方就有關的案件拘捕兩名人士，現正
獲准保釋，已正等候等候電腦法證，又指警方今
次快速調查案件是由本港境內，現正調查是否涉
及境內黑客入侵。

使用胡椒噴霧無不妥
警：要確保選舉順利

備受關注的香港第四任行政長官
選舉結果日前揭曉，最終由梁振英
當選。作為梁振英近二十多年的
同事與朋友，戴德梁行華北區董
事總經理何衍鈞（見圖）在接受
大公報專訪時表示，梁振英從業
近十年來一心為港，積極投身香港
發展與國家建設，他的努力獲得了大
家的認可。

何衍鈞表示，由於工作關係，在港測量師
同行之間經常有機會交流，而梁振英經常是聚
會的召集人，在每次聚會上，梁振英話題除了
測量師行業的發展外，經常關注香港發展競爭
力等話題。有外界評論說，梁振英每次出現在
公眾面前都是西裝革履的專業人士表現，何衍
鈞感嘆說： 「作為專業人士，梁先生做得非常
出色，他在處理好自己工作外，還考慮很多香
港專業團體發展，香港與內地互相交流等事情
，所以他幾乎沒有時間去好好放鬆一下。」何
衍鈞表示， 「梁振英很早就意識到香港本身就
沒有什麼資源可以依賴，唯有人才是香港的競
爭力所在，所以很早時候開始他就大力推動香

港專業團體的發展，並且積極促兩地人
才的合作，他多次召集香港的年輕
人去內地交流訪問，以增進互相了
解。」

在記者問及他們如何相識時，
何衍鈞回憶說： 「我和梁先生是二

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在九十年代的時
候我們就在香港一起共事了，因為都是

香港測量師學會的資深會員，所以在香港
工作的時候經常一起見面。」談及梁振英當選
，何衍鈞首先表示，梁振英這次當選並不是因
為他在這幾年表現，而是他幾十年來一直的努
力，儘管可能剛開始大家對他有些誤解，但他
的努力最後得到大家的認可。他並對記者表示
，早在大學期間梁振英就開始做公益事業，更
在工餘時間無償從事很多公益活動。

何衍鈞說，梁振英對香港未來發展的考慮
並不是簡單思考，實際上在之前很多年，談及
香港人口、住房等問題，他都能夠提供詳實數
據，並作為全面的回答。 「他對香港的問題想
得很深、很透。」何衍鈞這樣評價梁振英的鑽
研態度。 【本報記者扈亮北京二十七日電】

昔日同事喜見梁努力獲認可

▲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代表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
梁振英強調，梁振英強調，

政府的施政需要政府的施政需要
整個公務員團隊整個公務員團隊
共同努力共同努力
本報記者鄧湄攝本報記者鄧湄攝

▼第一標準薪級公務員評議會職方、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及
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的代表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中聯辦權責依法 西環論侮辱港人

社 評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當選翌日上
午前往 「中聯辦」 與主任彭清華等見面
，商討赴京接受任命事宜，反對派和亂
港傳媒大肆歪曲為什麼 「西環謝票」 、
「西環治港」。部分市民對此感到關注。

市民的反應，可以理解。長期以來
，內地發生的一些有法不依的事情，令
港人心有所悸，因此對 「西環」 二字比
較敏感，也屬無可厚非，否則也就無須
有 「一國兩制」 之設，鄧公也不是解決
香港問題的偉大 「設計師」 了。因此，
市民對此表達關注、希望提起注意，並
不是一件壞事，更不存在什麼惡意；事
實是回歸以來， 「中聯辦」 對此也一直
小心翼翼，生怕 「越雷池半步」 ，維護
「一國兩制」 之心與港人是同樣強烈、

並無二致的。
然而，市民善良、市民關心，是一

回事；反對派和亂港傳媒長期以來對
「中聯辦」 的排擠打壓、歧視敵視以至
「抹黑」 、 「妖魔化」 ，卻是性質完全

不同的另一回事，他們這樣做的目的完
全是出於抗中亂港政治上的需要，千方
百計要把 「一國」 和 「兩制」 割裂開來
、對立起來，彷彿只要 「中聯辦」 開一

句口、見一見人，港人利益馬上就會受
到損害， 「兩制」 就會被蠶食以至什麼
「蕩然無存」 。

事實是，一方面 「中聯辦」 要謹守
「一國兩制」 ，不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

務和特區政府的依法管治，但同樣，切
實擔負起中央駐港機構的角色、發揮應
有的作用，確保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
在港得到貫徹落實和執行，同樣是 「中
聯辦」 不可推卸的責任，兩者是互為表
裡、相輔相成的。也就是說，如果 「中
聯辦」 干預特區內部事務、事無大小指
手畫腳，不符 「一國兩制」 ；但如果
「中聯辦」 該做的不做、該說的不說，

事事 「放軟手腳」 ，同樣是不符 「一國
兩制」 ，更有違憲制職能規定的。

梁振英前日上午的 「西環」 之行，
正正就是 「中聯辦」 角色職能的必要體
現。梁振英在港由港人選委會投票選出
，但在憲制上仍只能稱之為 「候任特首
人選」 ，要成為真正的 「候任特首」 ，
必須經過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的依法任
命。這是基本法的嚴正規定，因為梁振
英七月一日要出任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這裡

面的憲制法規、權力來源，關係是一清
二楚的。如此梁振英準備要到北京去接
受中央任命，不去 「中聯辦」 商討安排
，難道要去 「花園道」 嗎？

對此，抗中亂港傳媒 「蘋果日報」
昨日頭版大字標題： 「梁振英西環謝
票 侮辱香港人」 完全是憑空捏造、一
派胡言， 「中聯辦」 根本無票可 「謝」
；至於說 「侮辱香港人」 ，與 「中聯辦
」 接觸絕不會侮辱香港人，只有那些與
外國見不得光的什麼 「基金會」 、 「政
黨支部」 接觸，在港充當反華反共 「代
言人」 、扮演抗中亂港 「大水喉」 ，年
年向 「民主黨」 、 「公民黨」 、 「社民
連」 ，還有 「政治主教」 陳日君、 「香
港良心」 陳方安生 「派水」 一百萬、一
千萬，把市民當芻狗，搞亂香港，那才
叫侮辱香港人！

廣大香港市民是心明眼亮的，他們
支持 「一國兩制」 ，重視和維護香港社
會的核心價值； 「中聯辦」 只要依照基
本法在港行使應有職能，並加強與市民
及各界溝通，增進了解互信，符合 「一
國兩制」 、不損核心價值，市民是一定
會越來越多給予理解和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