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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調查：市民對中央信任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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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上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進
行是次調查，成功以電話訪問了八百一十二位十八歲
或以上的市民。調查結果顯示，有約一成五受訪者表
示滿意特區政府的表現，較二月份上升三點九個百分
點；有近四成受訪者表示不滿意，但就較二月份下跌
四點三個百分點；而表示普通的則有四成半左右，亦
較二月份上升零點三個百分點。

受訪者對曾蔭權整體表現的平均評分為四十六點
九分，較二月份上升一點八分。另外，三位司長的評
分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升幅，其中政務司司長林瑞麟的
平均評分為三十七點七分，較二月份上升零點七分；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平均評分為五十點二分，較二月
份上升一點二分；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的平均評分為五
十八點二分，亦較二月份上升二點二分。

受訪者對高官或政治問責制實踐的整體表現評分
為四十五點五分，較二月份上升二點七分。另有兩成
三受訪者表示信任香港特區政府，較二月份上升三點
七個百分點。至於對北京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有兩成
四受訪者表示信任，較二月份上升三個百分點。

民建聯最受歡迎政黨
調查又發現，最多人表示支持的本港政黨或政團

仍是民建聯，有百分之九點九，較二月份的調查上升
零點四個百分點。其次為民主黨，有百分之八，較二
月份下跌零點五個百分點。公民黨則以百分之三點三
排行第三，較二月份的調查上升零點四個百分點。第

四位是自由黨，支持率為百分之二點八，較二月份上
升一點三個百分點。不過，仍有高達六成三受訪者表
示沒有任何本港政黨或政團值得支持，但比率已有所
下降，較二月份下跌了三點二個百分點。

調查分析指，受訪市民對特區政府、特首、政務
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的表現評分、高官

或政治問責制的各項滿意度指標及對特區政府的信任
度均較上月有所回升，可能由於上月社會及傳媒焦點
集中在新一屆特首選舉，而特首獲富商豪華招待的事
件亦未有進一步深化，所以政府民望能從低位回穩甚
至反彈。

4‧1亂港遊行不得民心

4月1日，在少數反共報紙的拚命鼓噪下，本港
的反共拒中政治組織 「民間人權陣線」策劃組織了一
場矛頭直指中國執政黨和中央政府駐港代表機構──
中聯辦的遊行示威活動，並暴力衝擊中聯辦。這場遊
行政治目的陰險，應該引起人們的重視。

通覽基本法，以及回顧當年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前
途的外交鬥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回歸後的香港
無論是主權還是治權都是歸於中國中央政府。中央政
府通過制定基本法，授予香港高度自治的權力，但是
沒有授予香港的權力則歸於中央政府。關於這個問題
有兩點特別需要注意：一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是完全
自治，其表現之一就是香港特區的最高首長行政長官
以及一眾重要官員必須經過中央政府的任命。二是中
聯辦作為中央政府派駐香港的代表機構，履行中央政
府賦予的各項職責，是香港實行 「一國兩制」情況下
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歸於中央政府的重要體現之一。

這些基本事實應該是香港政治的常識。但是，香
港一些政治勢力出於反共拒中的政治需要，長期以來
刻意閹割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中的 「一國」與 「兩制」的關係，刻意抹殺中央政
府對香港的治權，企圖通過取消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治
權來虛化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中聯辦是中央政府

在香港的主要代表機構，是反中亂港勢力妄圖取消中
央政府對香港的治權，虛化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主權的
主要障礙，是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因此不遺餘力
地污衊、詆毀中聯辦就成了香港反中亂港政治勢力的
主要任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香港從來就是西方國
家企圖西化、分化中國，顛覆中國合法政權的重要基
地，是中國與國際反華勢力進行鬥爭的重要戰場。進
入本世紀以來，西方反華勢力在香港除了扶持法輪功
、民運人士等不入流的政治勢力外，在香港扶持拉攏
本土色彩較濃，甚至某種程度上進入香港主流社會的
香港反中亂港勢力是其利用香港制約中國的重要手段
。去年下半年維基解密網站披露的美國駐港總領館的
900多份外交文件足以說明美國對香港反共拒中勢力
的扶持。

為對西方反華勢力的支持投桃報李，香港的反共
拒中政治勢力一方面對西方主子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
，不但對西方駐港機構干涉香港內部事務的言行從來
沒有半點批評，而且經常跑到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國會
去告洋狀。另一方面，利用一切機會和場合攻擊污衊
中央政府和中聯辦，其言行已經到了不顧國格、不要
人格的地步。這次 「4．1」遊行不過是這種拙劣
表演的又一次演出而已。香港反共拒中政治勢力
這種拙劣的表演，不但為國人所不齒，為
絕大多數香港市民所厭惡，而且也被
國際社會所鄙視。

【本報訊】港鐵將會於六月大加車費百分之五點四，民
建聯代表昨到九龍灣港鐵總部請願，認為港鐵加價並不合理
，直接加重基層市民交通費用負擔，未能體現大企業應有的
社會責任，表示強烈不滿，要求港鐵應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擱置加價及推出更多票價優惠。

民建聯於上月二十七日至周日期間，於全港十八區進行
簽名抗議行動，得到五萬多名市民簽名響應，反映市民普遍
不滿港鐵加價的決定。

民建聯要求港鐵應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擱置加價及推出
更多票價優惠，包括：擴大月票計劃，增設東涌線月票、短
途線月票等、重推十送一票價優惠、增設更多港鐵特惠站、
與其他交通機構推出更多轉乘優惠、以及加快完成提升車站
設施工程計劃，包括全線安裝月台幕門、全線提供洗手間
等。

「二○一二香港資訊及通訊科
技獎」頒獎禮昨晚舉行，以表揚本

地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精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致辭時表示
，本港擁有大量資訊及通訊科技的專業人才，研發創新應用
系統和提出解決方案，認為頒獎禮能提供平台，推廣本地資
訊及通訊科技專長。

曾俊華（上圖中）續說，今年共收到超過六百七十份參
賽作品，各獎項類別的得獎者均充分展現他們在各自領域的
出 色 表 現 。 他 昨 日 在 頒 獎 禮 上 ， 向 Cherrypicks Ltd/
Media Palette Hong Kong頒發最高殊榮的 「全年大獎」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常任秘書長（通訊及科技）謝曼怡亦頒
發獎座予十項類別大獎的得獎者。

「香港資訊及通訊科技獎」於○六年起舉辦，透過業界
、學術界及政府的合作，協力為香港舉辦一個大型並獲國際
認同的獎項。

表揚IT精英

收集五萬市民簽名

民建聯促港鐵擱置加價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昨日公布最
新一項民調顯示，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現的
評分及市民對特區政府表現的滿意度和信
任度，均較上月有明顯回升。分析指，政
府民望能從低位回穩甚至反彈，可能是近
期社會及傳媒焦點集中在新一屆特首選舉
，以及特首獲富豪款待事件未有進一步深
化有關。

各界對新班子充滿期望
辛文仁

候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近日馬不停
蹄會見各界別人士
，了解他們的訴求

。雖然梁振英已多次明言，在會見各界人士時並
無談論新班子的組成問題，但傳媒似乎比這位未
來特首更加心急，已急不及待想像了一張疑似下
屆政府官員名單。的而且確，近日不少政壇人士
也十分關注以梁振英為首的新班子成員誰屬，期
望能為香港帶來新氣象。

近日小記跟政壇中人交流，不知他們是引述
傳媒分析，還是個人分析，紛紛加入討論司長人
選誰來問鼎的話題。有分析指，今屆民望最高的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有可能出任政務司司長或財
政司司長，但現任政務司司長林瑞麟由於任內也
有立功，處理過不少燙手山芋，所以下屆政府也
應該留低，流言可謂滿天飛。最新更有人提出，
林瑞麟不應那麼短視，就算下屆政府無得留低，
也有機會在其他方面更上一層樓。

該名政壇中人分析說，中央一向十分看重香
港人才，希望能夠有人代表中國參與世界組織。
舉例說，世衛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當年離開官場
，也很快獲中央器重，大力推薦及支持她加入世
衛，代表中國與各國人士打交道，可謂相當威水
。不過，無論下屆政府誰留任都好，也需要中央

任命，相信大家都有同一個心願，就是各界團結
一致，新一屆官員在上任後盡快磨合，搞好香港
經濟，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問題。

至於公務員團隊，穩定軍心最重要，但官僚
作風有需要變革。有地區人士向小記反映，平日
和他們打交道的公務員，質素相當參差，有部分
地區專員相當 「打得」，尤其是一些 「小鳥依人
」的女性公務員，公關手腕圓滑，溝通技巧一流
，大家自然好辦事。

反之一些較老經驗的公務員的做事作風則太
過官僚，一坐下和地區人士開會，二話不說就全
盤否定街坊的訴求，完全沒有轉彎的餘地，聲稱
經過什麼什麼研究，你們提出的方案通通不可行
云云，令部分地區人士大感無癮，結果政府派官
員出席開會，地區問題解決不到之餘，每每捱罵
收場。

隨着這場特首選戰風雲剛落幕，下一場選戰
很快就會上演，九月份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又會出
現另一場腥風血雨的龍爭虎鬥。有地區人士分析
，特首選舉也間接影響到立法會選情，由於建制
派早前在特首選舉中立場鮮明，而挺唐的自
由黨可能與其他政黨協調方面出現困難，
各黨派又要重新部署，期望取得當區最
後的議席，結果如何，大家拭目以
待。

採訪手記
小彭

【本報訊】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早前接到一名市民求助，
指其患病丈夫連玉成因在內地涉嫌蓄意虛報入口寶石材料價
格意圖走私而於二零一零年被捕，但多次向駐粵辦公室求助
，辦公室方面只介紹了律師，而拒絕提供一切其他任何支援
。梁美芬促請內地檢察部門重新審視案件。

梁美芬表示，早前接獲香港居民林珍求助，指其負責運
送寶石材料的丈夫在內地被捕，並以逃稅總額達三百零六萬
元人民幣為由對他提出起訴，案件在今年三月十五日一審宣
判。但梁美芬認為，案件仍有很多疑點，包括有寶石業界人
士透露，在本案尚未經內地法院判決的情形下，該批被扣的
寶石材料證物，已於去年三月被拍賣，且逃稅金額遠超該批
貨物的估值。

梁美芬表示，林珍曾幾次向特區政府駐粵辦公室求助，
但辦公室方面除了肯介紹律師外，拒絕提供一切其他任何支
援。梁美芬促請內地檢察部門重新審視本案的處理手法，並
基於人道理由和法律公正性，批准連玉成保外就醫的申請，
讓其能盡早回港治病及與家人團聚。

【本報訊】立法會調查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西
九規劃比賽涉嫌漏報利益的專責委員會，昨日舉行第
四次公開研訊。前規劃地政局局長、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和規劃西九比賽的統籌小組主管莊誠都表示，並未
用 「嚴重」來形容梁振英漏報事件。首次出席研訊的
前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蒲沛亮則透露，原西九
比賽評審委員邀請名單中已有貝聿銘和梁錦松，但二
人都拒絕，事後才聯絡梁振英擔任評審。

曾俊華表示，參賽的馬來西亞建築師楊經文團隊
，將戴德梁行加入團隊名單時，已違反參賽準則，而
梁振英出任評審時申報，並非任何公司的主要股東或
董事，他認為 「漏報是一個事實」。曾俊華又澄清，
在上次研訊中，是規劃比賽統籌小組主管莊誠以 「嚴
重」形容事件，自己對事件並沒有作任何評論或形容
。而專責委員會副主席鄭家富多次追問曾俊華，是否
會以嚴重、震驚、普通或其他的形容詞，表達對梁振
英漏報事件的看法，曾俊華說，只會以事實來形容事
件。對於如果事件不嚴重，為何要取消作品資格，曾
俊華解釋，楊經文的作品在申報上已違反比賽規例，
不論事件是否嚴重，都需要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去
解決。

莊誠說，楊經文的參賽團隊中，列出梁振英曾任

職的戴德梁行，已違反利益衝突規定，足以被取消資
格，而梁振英漏報戴德梁行的利益，是另一件事。莊
誠又指，評審團填寫利益申報期間，無人向他查問如
何填寫申報表。他說，在完成評審工作後，發現有成
員的申報存在問題，主辦機構難以容許評審團成員重
新申報。莊誠亦澄清，上次聆訊用英文 「serious」是
形容曾俊華處理漏報事件的態度 「認真」，而並非形
容漏報事件 「嚴重」。

首次出席會議的前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蒲
沛亮就透露，原評審名單並無梁振英。當日有份籌備
參賽文件的蒲沛亮說，無資料記載為何會委任梁振英
出任評審，他沒有收過指示一定要委任梁振英，只收
到當時的上司、前規劃地政局長蕭炯柱的訊息，知道
蕭炯柱與梁振英通過電話，確定梁振英願意接受委任
，故由他負責發信給梁振英，並附上參賽文件資料。
蒲沛亮又指，比賽籌辦時，並未制定處理利益衝突的
機制及程序。

專責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會後表示，將再次傳召為
西九地皮估價的戴德梁行職員及要求戴德梁行估價的
物料測量行職員，出席本月十四日的公開聆訊，而梁
振英初步表示，可以出席本月二十一日的公開聆訊，
這亦是委員會計劃中的最後一次研訊。事件中的關鍵

人物楊經文則表明已委託梁黃顧建築師事務所作為其
代 表 ， 不 會 出 席 研 訊 ； 另 外 兩 名 海 外 評 審 The
Lord Rothschild （ 評 審 委 員 會 主 席 ） 和 Peter
Rogers也拒絕出席研訊。

財爺：無用嚴重形容漏報事

港商內地被捕求助無門
梁美芬促重新審視處理手法

【本報訊】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三月二十三日和
二十四日展開所謂 「民間全民投票選特首」計劃，其
搜集的大量個人資料如何處理備受質疑。民研計劃昨
日發新聞稿聲稱，已在日前完全銷毀 「全民投票」活
動所錄的個人資料，包括所有身份證號碼和個人手機
號碼的電子和紙張版本。不過有關的銷毀過程的監察

工作據稱是由 「民研計劃職員親自監察」。
所謂 「民間全民投票選特首」計劃只能稱為一次

錯漏百出的 「鍾氏投票」。三月二十三日投票剛開始
，就聲稱投票系統被系統性襲擊而癱瘓，部分票站改
為紙張投票，場面十分混亂。民研計劃更要求市民將
選票放入寫上身份證號碼的信封，當日有負責附屬票

站的團體都表示不滿，認為有違民主投票的保密原
則。

而民研計劃在未修復重重漏洞的條件下，仍決意
將投票時間延長一日。而主辦單位在第二日亦拖至午
夜十二時許才公布 「結果」。

當時已有專家質疑，網上投票或會導致身份證等
個人資料遭外泄，加上鍾庭耀指網站被入侵，難以確
保投票人資料得到保護。而投票的點票過程也不受監
管，不能確保個人資料在投票完後被銷毀，難免資料
被不法之徒所利用。

鍾氏民調銷毀資料兒戲

▲市民對特首和政府的滿意度上升 資料圖片

▲曾俊華出席立會西九專責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公
開研訊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民建聯發起請願行動，反對港鐵加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