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外交事務
呂新華在昨午約三時抵達位於舊政府總部西座的候

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與梁振英會面超過一小時。呂新華
在會後表示，雙方主要討論有關外交方面的事，因為梁
振英將於七月一日上任，因此雙方可以溝通一下， 「例
如討論中央政府如何更好地支持特區政府發揚香港在國
際上的優勢，繼續把香港辦成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
、旅遊中心、商務中心類似的問題。」

呂：官方會面不敏感
被問到會否覺得親自到辦公室與梁振英會面較敏感

，呂新華表示，這次是官方會面，並不敏感，自己是外
交部派駐香港的專員，而梁振英亦已獲得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簽署任命，雙方交流外交議題並無不對。呂新華又
說，自己與梁振英是朋友，過往彼此交往很多，只是在
工作方面的交談則比較少，這次是專門與梁振英見面談
工作。

梁振英昨晚離開辦公室時亦表示，基本法訂明中央
授權特區政府處理對外事務，特區政府則由中央政府根
據基本法授權處理自治範圍內的對外事務，由於自己於
七月一日上任後，亦要處理相關工作，故今次會面是希
望向呂新華請教這方面的問題。

根據基本法規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職責主
要是處理由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的與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
；協助特區政府依照基本法或經授權自行處理有關對外
事務；辦理中央政府和外交部交辦的其他事務。

梁振英又說，政府在過去十五年，和外交部駐港特
派員公署都有工作聯繫，是根據基本法辦事，過往特區
政府官員亦有同類會面。他表示，會面是工作需要，並
沒有高調、不高調之說，若無人知道這次會面，反而會
令外界覺得是有秘密，產生很多揣測，並強調，他會根

據基本法落實香港的 「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梁：未有赴京時間表
梁振英當選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已於上月二

十八日，向梁振英發賀信致以衷心祝賀。信中表示，相
信梁振英上任之後，新一屆特區政府一定能夠團結和帶
領廣大香港同胞，繼續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 「港人
治港」和高度自治，創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而特派
員公署將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進一步加
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為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擴
大香港的國際影響、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做出新的

貢獻。
此外，對於何時赴北京接受任命，梁振英昨午表示

，現時仍未有到北京接受任命的時間表。被問及昨日會
否會見任何團體，他就表示主要埋首工作。

被問到有報道指他是新香港聯盟的創黨成員，與其
報稱沒有政黨聯繫可能有衝突，梁振英回應表示，有
關聯盟並非政黨。梁振英指出，從來沒有人說過新香
港聯盟是一個政黨，新香港同盟有人參加過選舉，就
正如香港的功能團體，包括一些專業團隊有人參加選
舉一樣，並不會因為有人參加選舉而令他變成一個政
黨。

呂新華晤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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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午到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與候任行政長官梁
振英會面。呂新華表示，是次是官方會面，
主要就外交事務進行交流，討論中央政府如
何更好地支持特區政府發揚香港在國際上的
優勢等。而梁振英亦表示，基本法訂明中央
授權特區政府處理對外事務，會面主要是向
對方請教。

【本報訊】在特首選舉中出任梁振英競選辦主
席的張震遠表示，有信心梁振英可以組織有能力的
班底。他又指，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是有能力及有
抱負的官員，如果林鄭月娥不在下屆政府的班底，
會令人失望。他又相信，梁振英有能力找到出色人
才出任財金官員。

相信有人才擔任財金官員
張震遠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作為一個香

港人，他希望新政府有一班能幹的官員去為人民服
務。而作為市建局主席的張震遠與林鄭月娥有過很
多合作，被問及對林鄭月娥的看法時，他形容林鄭
「是一個好有能力、有抱負和有勇氣的人」和 「一

個很出色的官員」，又指她過去四年的政績有目共
睹。 「如果她不能在新政府的班底，會令人失望。
」至於現任政務司司長林瑞麟，張震遠則表示不會
評論。

對於下屆政府財金官員的人選，張震遠表示，
有信心梁振英有能力物色到出色而又有經驗的人士
，擔任有關職位。而有質疑指梁振英不熟悉財金，
張震遠認為並非如此，他又指，一個出色的特首，
不一定每樣都是專家，但要有一個好有能力的班底
，支持他去做事。他亦指出，他所認識的梁振英，
最不能合作的，是辦事不力及「識講唔識做」的人。

回顧選舉歷程，張震遠表示，在今次的特首選
舉中，民意舉足輕重。 「以前的選舉模式、方法不
是好重視一般市民的看法，也不會刻意爭取一般市
民的支持，今次卻不一樣。」他指出，選舉需要的
資源很大，一千三百萬元用來支持五、六個月的選
舉活動並不足夠。張震遠認為，到二○一七年行政
長官普選，要研究選舉經費是否應設上限，以便爭
取市民支持。他舉例說，其他有直選的地方，選舉
經費沒有上限，而是限制每個人可以捐多少錢。張
震遠又表示，普選特首時，候選人的政策、組織、

理念和政綱都非常重要，必須有系統和組織去爭取
人民的支持。

此外，張震遠對於有傳言指中聯辦協助梁振英
拉票的說法感到可笑。他說，整個競選工程都做得
很辛苦，尤其在最初階段，當時很多人都認為梁振
英沒有希望，難以找到支持者。張震遠又讚揚梁振
英在競選期間很勤力，每天由早上七時、八時，一
直工作至深夜，面對攻擊以及對 「西九門」等危機
的處理，都很值得學習。他相信，如果梁振英不是
堅持參選，就不會有今日。

另外，張震遠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沒有考
慮過擔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稱現時在其他職位上有
不同的責任，但強調梁振英在哪一方面需要協助時
，他都會給予協助。他承認現在邀請人才加入政府
管治團隊有困難，但相信他們會為服務市民而加入
政府，又指不少退休公務員都很有經驗，有信心梁
振英可籌組班子。

▲▶呂新華（左圖
）和梁振英（右圖
）昨日會面逾一小
時，雙方主要就外
交事務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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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震遠（左）過往與林鄭月娥（右）有過很多合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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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呂新華，昨日前
往中區政府合署候任特首辦公室與梁振
英見面，就與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交換
意見。

這是一個十分重要、也很有親切感
的會面，值得細味。

根據基本法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關係」 第十三條： 「中央人
民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
的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
香港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中央人民
政府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
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

香港作為中央轄下一個特別行政區
，本身不具備任何外交權力，當年 「一
國兩制」 偉大設計師鄧小平指示： 「國
防、外交歸中央」 ，正是 「一國兩制」
的精闢寫照。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以及特派員之設，就是基本法這一條文
的具體體現。今天，對位於半山堅尼地
道上國徽高懸的公署大樓，市民是既感
受到 「一國」 的威嚴，同時也深深體會
到一份自豪和親切感。

因此，昨天呂新華特派員的親訪候
任特首梁振英，實在是一件十分愉快、

美好的事情，兩人就像認識多年的知交
，老朋友今天有了新的更加重要的職位
，作為舊交，很應該登門前去道賀一下
，更何況根據基本法，兩人在工作上還
有大量事情需要交流和討論。

「有趣」 的是，有傳媒記者提出：
為什麼梁振英當選翌日到 「中聯辦」 去
「拜會」 彭清華、今日卻是呂新華 「移

磡就船」 呢？更有記者質疑說：梁振英
如此 「高調」 與彭清華、呂新華見面，
香港人慢慢 「習以為常」 ， 「一國兩制
」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就會 「受
到損害」 了……。

這真是令人 「啼笑皆非」 的 「質疑
」 ！梁振英當日登門造訪彭清華，傳媒
說是 「謝票」 、 「西環治港」 ；今日呂
新華造訪梁振英，他們又說什麼 「反常
」 和 「高調」 ，這不是雙重標準了嗎？

事實是，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外交
部特派員公署以及駐港部隊，同樣是
「一國兩制」 方針下根據國家憲法和基

本法在港成立的權力機構，彼此之間，
只有分工而非 「分割」 ，只有合作而非
「孤立」 ，事涉 「一國兩制」 重大原則

和繁榮穩定大局的事務更必須充分磋商

和配合進行，如接待中央領導人訪港、
外國政要訪華經港、舉辦重大經濟論壇
及文體活動，還有具體如港人旅遊在外
遇險遭難、港生赴內地升學，以至港人
在內地置業、結婚、來港團聚等，試問
如果不是中央在港機構的大力協助，光
靠特區政府，能應付得來和圓滿解決嗎
？別的不說，就是眼前的呂新華特派員
，當日港人遊菲被挾持當人質，從一開
始要求營救到最後協助傷者返港就醫、
死者遺體運港，呂新華打的聯繫電話、
花的精神心力還會少嗎？沒有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港人在外遇事只會呼天
不應、叫地不聞，還能像今天這樣安心
的四出旅遊、辦事嗎？

事實是，不要說 「呂梁會」 自然親
切，就是日後，彭清華、呂新華、王增
鉢多到 「門常開」 走走、梁振英也常到
「西環」 等地去坐坐，談談公事、敘敘

友誼，對 「一國兩制」 、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對市民的整體利益，也是
只會有利而絕無損害的。相反，亂港傳
媒千方百計要歪曲和破壞這種有利 「一
國兩制」 、有利港人社會的正常聯繫，
只能是黔驢技窮、枉費心機而已。

廉政公署昨日公布周年民意調查
顯示，接近八成受訪者表示絕對不能
接受貪污，受訪者對貪污的容忍度平
均分數是零點七，是自二○○一年首
次開展調查以來的歷來最低水準。

調查亦顯示，九成九的受訪者表示
社會廉潔對香港整體發展至關重要，廉
署值得支持。有七成七的受訪者表示
在遇到貪污時願意挺身舉報，八成八受
訪者認可廉政公署的反貪工作有成效。

調查反映的事實，令人十分鼓舞
。鼓舞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本港廉政公署的工作和肅貪
倡廉取得的成就深入人心，已經在社
會上建立起了一個強有力的權威形象
，提到ICAC那杯 「咖啡」 ，市民無不
稱道， 「壞人」 無不心寒；二是港人
的廉潔質素和要求越來越高，以廉潔
為榮為樂，以貪腐為羞為惡，已經成
為港人社會的共同核心價值；三是廉
政公署的工作和市民大眾的支持，已
經匯合成了一股強大的社會力量，令
到貪腐歪風難以在港橫行。

這三點因素，是港人社會今後繼
續保持繁榮穩定的重要力量，也是香

港得以在 「一國兩制」 下體現獨特經
驗和價值之所在，更是本港都會級城
市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得保的關鍵。

港人社會今日廉潔核心價值的建
立，來之不易，當年 「有水有水」 、
日日 「派片」 的慘痛日子，中老年一
輩記憶猶新。而廉政的得以建立，首
要靠的是法制，其次是市民的監督合
作，以及公職人員和各行各業的自律
，三者缺一不可。

近年，一些貪賄案件仍時有所聞
，包括眼前一宗可能前所未有的大案
、要案亦已掀開序幕。對此，有人慨
嘆， 「老虎」 已 「打」 了多年，怎麼
還會有這樣的案子發生呢？

其實，答案應該恰恰相反。一方
面，固然是 「樹欲靜而風不息」 ，一
些人 「利之所在」 還是不惜以身試法
；但更重要的不是這些人膽敢去 「試
法」 ，而是法治、廉政反過來把他們
「降」 住了，所以才會有那杯 「難以

下嚥」 的咖啡端到他們的面前。
對廉政建設，特區政府一天不能

鬆懈，業界、市民也要
繼續支持、給與信心。

二〇一二年四月六日 星期五A2要聞責任編輯：梁曉斌

讚有能力有抱負有勇氣

張震遠冀林鄭加入下屆政府

【本報訊】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湯漢樞機表示
，衷心恭賀梁振英當選下任行政長官。對於梁振英
被視為行事較強硬，湯漢昨日中午主持彌撒後向傳
媒表示，凡事應向好的方面去想，也應從積極的方
面去看，他認為，應該給予時間讓梁振英證明他的
能力，能夠為港人服務。湯漢又不擔心下屆政府上
任後，宗教自由會受影響，他強調，香港實施 「一
國兩制」，港人應該對制度和自己有信心。湯漢說
，他會為梁振英祈禱，希望他能造福香港社會。

湯漢籲予梁時間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