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 昭

王光亞籲大和解力挺梁振英 李卓人鬼話嚇誰？

社 評 井水集

國務院 「港澳辦」 主任王光亞昨日
在京會見香港工聯會訪問團，提出香港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已經結束，希望各
方放下歧見，實現大和解、大團結、大
繁榮，共同支持候任特首梁振英的工作
， 「一個香港營，香港一定贏」 。

工聯會此次北京之行，成員多達一
百六十人，王光亞主任還是專門在釣魚
台國賓館會見了由會長鄭耀棠率領的一
行，除了顯示對工聯會這一愛國愛港基
層團體的支持重視外，更重要的，顯然
是為了要傳遞 「大和解、大團結、大繁
榮」 這一訊息。

今日，已經抵京的候任行政長官梁
振英，將會接受國務院任命狀，並會獲
得中央領導人的會見；可以相信，中央
希望港各界 「大和解、大團結、大繁榮
」 ，以及要求支持梁振英工作的重要訊
息，將會由中央領導人公開、明確的宣
示出來。

有關做法，不僅顯示中央對特區情
況有非常深入、準確的了解，亦再一次
說明中央對港的確充滿信心和期望，期
望港人社會能夠在特首選戰結束後放下
歧見、攜手向前，關鍵就是要共同支持

候任特首梁振英的工作，建設好香港。
對中央這一期望或要求，相信絕大

部分香港市民，包括選戰期間不同候選
人的支持者，都會有所認同和感動，一
些政黨、社團負責人昨天回應時亦已表
明了願意和解合作的意向，梁振英本人
反應更熱烈。但是，有了中央的明確要
求，有了各方和解合作的意向，要令港
人社會真正出現大和解、大團結、大繁
榮的大好局面，恐怕仍有一段遙遙長路
要走，仍會有不少困難需要克服。

事實是，眼前各方說的 「大和解」
，有兩個不同的層次和方面， 「不和」
的原因和解決辦法也不盡相同。

第一個 「大和解」 或 「不和」 ，指
的應該是選戰中建制派內部的 「唐梁陣
營之爭」 。這一 「不和」 ，要解決比較
容易，中央的推動也可以發揮較大作用
，加上梁振英本人如果確能做到謙卑、
誠懇，特別是在日後的 「組班」 過程中
真正 「用人唯才」 ，包括問責高官、行
政會議以及各種委員會、諮詢架構、地
區組織，都能夠不拘一格、廣泛吸納各
方各面的人才，包括曾經與自己 「唱對
台」 的 「唐營」 人才，那麼，一個圍繞

新特首上台的建制派內部大和解、大團
結的局面應不難形成，雖然深層次的歧
見和芥蒂仍然難免，但最少可見大局和
諧。說到底，在 「一國兩制」 、愛國愛
港這一共同目標下，建制派人士 「同坐
一條船」 ，休戚相關、禍福與共，要想
取得共識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但是，第二個方面的 「大和解」 ，
要想達致，恐怕就是困難得多了。這裡
面的 「不和」 包括經濟、民生上日益擴
大的貧富懸殊、僱主與勞工的矛盾，眼
前，梁振英上任馬上就要面對最低工資
三十三元以及 「標準工時」 的大難題，
基層包括工聯會 「企硬」 ，中小企老闆
則叫苦連天。面對這些社會基本矛盾如
何 「大和解」 ，政府只有廣泛聽取民意
，制定能切實解決問題的公平、有效政
策，才有望可以逐步得到緩解。

至於政治層面的 「大和解」 ，愛國
愛港大團結應該擴大，梁振英亦已公開
表明願與 「泛民」 人士多溝通合作；但
對少數以抗中亂港為唯一目的的反對派
政客以及 「黑金」 傳媒， 「大和解」 則
只能是 「與虎謀皮」 了。

候任特首梁振英已經赴京準備接
受任命。

面對這位一貫愛國愛港、精明能
幹、富於經驗、深入民眾的未來特首
，七月一日將會走上管治崗位，本港
少數反對派作出了迹近瘋狂的哀鳴。

本港 「支聯會」 主席李卓人前天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說： 「梁振英上京
接受任命， 『英治』 年代正式來臨。
梁振英當選特首標誌着土共當權，土
共將在管治班子中充當重要角色，而
中聯辦亦會成為真正的決策者。」

當然，李卓人是本港政壇 「老鬼
」 ，他當然明白未來要面對的是一位
什麼樣的對手；梁振英具有與首任特
首董建華不遑多讓的愛國熱誠，也具
有現任特首曾蔭權一樣 「香港仔」 的
「做好呢份工」 本領，但梁振英在吸

取了兩位前任經驗的基礎上，加上他
本人不屈不撓、沉着果斷的個性，未
來反對派如李卓人之流，要想從這位
新特首身上攞得什麼 「着數」 ，看來
不是一件易事。

正因如此，李卓人等少數反對派
以及亂港傳媒，近日已使出渾身解數

和吃奶之力，千方百計要 「妖魔化」
梁振英。但在事實面前，在愛國愛港
、要團結穩定不要分裂動亂的主流民
意面前，他們還有什麼招數、法子呢
？他們死抓着的最後一條 「救命草」
，就是什麼 「土共」 和 「西環」 。

他們在強大的事實面前，感到無
奈不安、 「回天乏術」 ，於是展開瘋
狂的恫嚇，就如李卓人所說，梁振英
未來的管治團隊都是 「土共」 ， 「中
聯辦」 將真正 「治港」 ……。

但是，如果未來梁振英的問責司
局長班子中有今日民望頗高的發展局
局長林鄭月娥，還有好幾位 「舊人」
，那麼，難道他們都是 「土共」 嗎？

至於 「西環治港」 那支 「歌仔」
，市民真是聽也聽得厭煩了； 「西環
」 當然要 「治港」 ，但 「治」 的是
「一國兩制」 範疇內的事務、 「治」

的是協助港人社會發展的良機。市民
不是三歲小孩，李卓人的鬼話是嚇不
了人的。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九日電】候任行
政長官梁振英今日抵京，展開為期四日的行
程，除了接受中央任命為下任行政長官外，
期間會獲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
寶等領導人接見。梁振英表示，若有機會會
與領導討論 「雙非」 孕婦問題，又強調一直
有進行團結和解工作，認為過去兩三個星期
進度和效果良好，籌組班子時一定 「唯才是
用」 。

選後團結和解工作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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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抵達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時，獲港澳辦副主任
華建到機場迎接，他穿上西裝並佩戴紅色領帶，神情頗
為輕鬆。梁振英與太太面帶笑容向記者揮手，之後在保
安護送下登車離去，並下榻釣魚台國賓館。據了解，他
明日早上會與港澳辦官員會面，下午會到中南海接受總
理溫家寶任命，他訪京期間，亦會獲國家主席胡錦濤等
領導人接見，並出席特區政府駐京辦舉行的座談會。

重申一向唯才是用
而梁振英從香港國際機場出發時接受了傳媒訪問。

被問到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今日與工聯會代表見面時提到
，希望建制派能做到大和解，當中是否有籌組政府班底
的啟示，梁振英重申，自己一向唯才是用，只要是理念
接近，有承擔且願為香港做事人才，他都願意提名給中
央。他表示，當選後已做團結和解的工作，過去兩、三
個星期工作進展及效果都相當好， 「我在去完北京回來
，會繼續積極做這方面的工作，包括繼續約唐英年及何
俊仁兩位先生，與他們會面，還有與他們的支持者會面
。」

梁振英認為，團結不同參選人或候選人的支持者，
是社會的共同願望，而他當選後已表示，香港已經沒有
不同陣營之分，只有一個香港營，他願意與所有有心有
力人士為香港服務，用謙卑的心團結各界，未來亦會積
極去做團結工作。

沒有主動約晤部委
對於工聯會會長鄭耀棠引述王光亞指循法律途徑解

決 「雙非」問題，梁振英表示，自己十分重視有關問題
，過往一直有向法律界人士尋求意見，他希望此行有機
會與中央領導討論，有進展會透過傳媒向公眾交代。至
於釋法與否，他認為若能以其他方法解決會更好。

梁振英又稱，此行沒有主動邀約與其他部委見面，
因為近數個月他仍是候任期，而香港只有一個政府、一
個行政長官和一套政策，故他不適宜主動約見部委討論
有關事項，但不知道會否有部委人員出席個別聚會。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抵京，展開為期四日的行程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本報訊】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首次回應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被廉署拘捕的事件稱，香
港在過去三十年來，廉潔社會及廉潔政府已成
為根深蒂固的社會價值觀，政府肅貪倡廉的決
心未有鬆懈，不管職位有多高，廉署會依法處
理。

廉署調查不論官階
曾蔭權昨晚離港啟程前往新西蘭、智利和

巴西訪問前，在機場被問及，對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呼籲香港各界實現大和解大團結有何看法
時，他稱每逢選舉過後，政府及每個政黨都會

希望，香港能夠有平穩經濟發展，及有和諧的
政治環境，他相信梁振英一定會在這方面努
力。

當被問及有關許仕仁被廉署拘捕事件，曾
蔭權稱不評論個別個案，但強調過去三十年來
，廉潔政府及廉潔社會已成為香港根深蒂固的
社會價值觀，他深信香港經濟得以騰飛，是靠
廉潔支柱。

他強調說特區政府打擊貪污罪行，完全未
曾放鬆，不論有關人士的社會地位或在政府職
位有多崇高，廉署都會以不偏不倚、公平公正
的態度跟進調查，他希望社會各界不要懷疑政

府肅貪倡廉的決心。

昨起十天三國之行
曾蔭權期望此行推動香港與新興市場合作

，令經濟發展更上一層樓。他此行將訪問新西
蘭、智利及巴西三國，促進香港與新西蘭及南
美的經貿關係，並介紹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金
融中心的優勢，鼓勵外商以本港作為發展人民
幣業務的平台。他會先到訪新西蘭，本周四轉
往智利，星期日前往巴西，下周二離開巴西，
下周四早上返抵香港。他離港期間，政務司司
長林瑞麟將署理行政長官職務。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京接受任命，當然吸引大
批記者到北京採訪，有的乾脆乘坐同一班航班，實行
全程直擊。他在離港前先接受傳媒採訪，有記者為了
拍下其照片，不小心險些跌倒。梁振英即着記者小心
時，記者笑指，若他站着讓記者拍照，便不會有人跌
倒。梁振英聞言後，立即笑着停下來讓記者拍照，果
然是有求必應。記者在飛機上亦爭相拍照，但他就未
有再回答問題。

梁振英梁振英今接受中央任命今接受中央任命

■照顧記者追訪有求必應

花絮

▼梁振英特地停下腳步讓記
者拍照，左為太太唐青儀

■節省公帑只坐商務客位
作為下屆行政長官，梁振英的身份今非昔比，不

過他上京接受任命的行程，雖然是公帑支出，但未有
乘坐頭等機位，只是選擇商務客位。梁振英解釋，是
想節省經費。不知他未來外訪時，會否仍乘坐商務客
位？梁振英太太唐青儀今次亦有隨行，她穿着綠色的
衣服，與梁振英紅色領呔相映成趣。他們到達北京後
，由港澳辦官員親迎，並在車隊護送下抵達酒店。

◀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
（後）早前被廉署拘捕後
獲准保釋 資料圖片

▼梁振英與太太唐
青儀在航機上

外訪前首次回應許仕仁案
曾蔭權：打擊貪污未有鬆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