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二日 星期四2要聞責任編輯：梁曉斌
美術編輯：李錦霞

梁：嫌隙可透過努力修補
三日訪京行程充實 團結各界重任在肩

總結過去三日的行程，梁振英先後與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以及港澳辦主任王光亞等領導人會面，當
中胡錦濤和溫家寶都多次提到要團結各界人士，後者更與梁振英討論到
下屆政府新班子的問題。

談及組班原則性要求
梁振英在總結行程的記者會上稱，溫家寶提到新班子的組成條件，

與過往領導人向特區政府領導人提出的條件相同，亦是香港所共識的條
件，包括工作能力、與特區政府有共同理念，以及對參加公職有承擔，
強調會面中沒有討論到具體人選，只是就組班方向和原則性要求。

對於領導人重申要團結，梁振英認為，團結香港社會各階層， 「應
是任何一屆特區政府領導人應該去做的方向」，認為今次行政長官選舉
中，建制派有兩個候選人真正競爭，但競選已經結束，而合作要馬上開
始，他過去兩星期不斷主動努力，相信嫌隙可以透過努力去修補。他又
稱，相信組班工作開展後會變得順利。

沒討論23條及雙非
至於此行有否討論二十三條立法，梁振英稱，整個行程沒有就二十

三立法作討論，而他現時沒有為立法的諮詢工作做準備，但認為基本法
列明香港應為二十三條自行立法，屬香港的憲制責任。梁振英續稱，工
作日程上更迫切要處理的問題，是促進香港經濟發展，解決深層次矛盾
如貧窮問題，以及社會關心的房屋問題，他希望把握國家的支持和當前
的機遇。

梁振英表示，此行沒有討論 「雙非」問題和強化香港駐內地部門的
編制安排，而他亦拒絕再評論現時的樓市，以及政府因應樓市而作出的
對策，認為自己的政綱內已交代清楚，相信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加大供應
，但同時不應拉低樓價，並要做長遠房屋供應策略，以科學化方法了解
問題。

總結三日的行程，梁振英表示，胡錦濤期望他能做好團結工作，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民主和社會和諧，他亦看到胡錦濤對香港的關
心， 「我非常感謝中央領導對我的祝賀和勉勵。我會盡最大的努力團結
香港各界、各行業和各階層，領導我的團隊為香港打造更美好的明天，
不會辜負中央和香港市民對我的支持、信任和期望。」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十一日晚總結訪京三日的行程。
面對國家領導人多次提出要團結，並關心到他組班的問題
，梁振英表示，領導人提到了組班方向和原則性要求，條
件亦是港人所共識，但此行未有討論實際人選的問題。他
表示，團結各階層是每一任特首都應該做的方向，相信嫌
隙可以透過努力去修補，又稱二十三條立法並非任內首要
的工作，認為促進香港經濟和解決深層次矛盾更為迫切。

【本報記者陳錦輝北京十一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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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頒發行政長官任命令

4月11日
下午 獲國家
主席胡錦濤會
見

▲梁振英昨日完成在京第三日行程後，為今次北京
之行作總結。圖為梁振英昨日傍晚與在北京工作的
香港商界人士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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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要籌組團結廉潔新班子 霍英東的公事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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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胡錦濤昨天在中南海會見
了香港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中央
對梁振英寄予厚望，相信他能夠團結各
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進民主、
促進和諧，開創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新
局面，為 「一國兩制」 在港的成功實踐
作出更大貢獻。

毫無疑問，中央對特區前兩任特首
：董建華和曾蔭權，同樣是給予充分信
任、大力支持和寄予厚望的；但可以想
見，這兩天出現在胡主席、溫總理眼前
的梁振英，給予中央領導人的是一個更
為清新、自信、有為、更可以寄予厚望
的形象。同樣一句 「厚望」 ，實際上已
經有了不同的要求和內涵。

中央寄厚望於梁振英的是：帶領港
人社會減少政治爭拗、集中精力發展經
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得到較好解決，政
府依法施政更為切實有效，令已經在港
實踐十五載的 「一國兩制」 、 「港人治
港」 、高度自治走向一個新的水平和高
度，令香港在鞏固已有優勢的同時更好
為國家發展作出貢獻，從而讓港人更滿
意、中央更放心。

也就是說，未來五年的香港特區，

必須比過去更繁榮、更安定、更團結，
「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必須得到更好的

實施，不能原地踏步、不進則退；而梁
振英的工作也只能向前、只許成功，沒
有什麼可以猶疑或退卻的餘地。

然而，這一切 「厚望」 或 「重擔」
，不正是梁振英長期默默耕耘、此次全
力打拚成為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最大
動力和唯一原因嗎？如果不是為了更好
落實 「一國兩制」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
香港，如果不是為了要替港人社會增一
分光、爭一口氣，有力駁斥那些如 「華
爾街日報」 的 「港人治港不如英人治港
」 、 「回歸不如不回歸」 的讕言，如果
不是為了要改變一些日益猖獗的抗中亂
港歪風，梁振英不會參選，他不是為個
人而要成為第四任特首的。

隨着獲得中央任命和會見之後，今
日返港的梁振英，除了會繼續進行一些
會見活動外，需要集中精力開始下一屆
特區政府的籌組工作。一來，距離七月
一日特首上任、政府換屆只有八十多天
；二來，社會各方都在熱切關注和期待
「班子」 人選的公布；三來，梁振英和

未來新班子之間也需要時間去建立默契

和信心，因此，新班子人選名單宜早定
，公布也宜早不宜遲。

事實是，新班子的組成，對梁振英
這一位新任特首來說，有着特別重大的
意義。未來梁振英施政上的得失成敗，
很大程度繫於司、局長班子的工作，因
為他本人過去缺乏直接參與政府管治和
行政工作的經驗，行政會議性質只屬向
特首提供意見而不是落實執行。

而在此一問題上，前天溫總理在授
予 「任命狀」 時的兩句話，很值得梁振
英在 「組班」 過程中作為依據和參考。
那就是：團結和廉潔。

當然，未來新一屆司、局長人選，
首先必須與梁振英本人有相同或比較接
近的理念，包括政治理念和社會、經濟
理念，否則工作起來難免 「南轅北轍」
；但是，在理念要求之外，還有個人的
工作能力和經驗，也應該成為 「不拘一
格降人才」 的考慮準則，只要確是願意
服務港人社會、落實 「一國兩制」 ，而
為人一貫正直、清廉者，那怕在一些具
體理念、看法上未必相同，梁振英也應
該向他們敞開心胸、敞開大門，建立一
個團結、廉潔而又有能、有為的政府。

據報道，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
英東長房三子霍震宇再度入稟法院，
要求法官頒令兄長霍震霆交出記錄霍
英東所有資產及財務資料記事本。

霍震宇較早前已入稟控告兩名兄
長，此次在入稟狀加入新內容，指兄
長霍震霆在父親死後，取走父親用作
存放記事本的公事包，指有關記事本
記錄了霍英東所有資產及財務資料，
要求法官頒令霍震霆交出記事本。

霍震宇又指另一兄長霍震寰，在
上世紀 80 年代取走父親存放股票的信
封，並放於瑞士一間銀行的保險箱，
以及霍震寰聲稱替父親保管價值 9000
萬港元的金銀首飾及玉器，要求他交
出有關資產。

有關訴訟，去年十二月已經開始
，期間據說各方有心人士曾欲從中調
解，避免兄弟對簿公堂局面的出現。
但不想調解進展未見，訴訟又再出現
新的紛爭。紛爭中提到一個 「公事包
」 ，更令所有較為熟悉霍英東先生生
前活動的人士感到百感交集和難過。
這些人士都曾經親眼目睹：一個深啡
色的皮製公事包，是霍先生生前走到

那裡就攜到那裡的，儘管公事包已非
常殘舊，霍先生也從未更換。

這個公事包，平日是都是脹鼓鼓
、塞得滿滿的，霍先生每逢聽到有什
麼他認為重要的訊息，包括一些說話
，他都會從公事包中掏出一個筆記本
立即記下，還有一些舊報紙和剪報文
章也佔了不少位置。

曾經有人對霍先生說，公事包這
麼舊了，送你一個新的好嗎？霍先生
堅決不要。

當然，今日在訴訟新內容面前才
知道，這個公事包內，還放有霍先生
所有財產的 「數簿」 ，怪不得霍先生
生前如此寸步不離身。但可以想見，
霍先生重視的並不僅僅是一本 「數簿
」 ，公事包內的談話紀錄本、重要文
章以及電話簿等，對他來說可能更有
價值。

人亡物在，一個公事包，令人再
一次想起霍先生生前的無私愛國和勤
儉作風。 「兄弟鬩牆」 已令人痛心，
更何況還 「禍及」 公事包！

晤在京港商
鼓勵向政府出謀

遺憾此行無時間賞花
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是次北京之行前後共四日，時間說長不長，說短

又不短。不過行程安排也頗緊湊，使梁振英的北京之行也留下了一點點遺
憾，那就是未能在春暖花開的北京，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一下賞花的樂
趣。相反太太唐青儀則略為輕鬆，趁機到了北京的798藝術區遊覽一番。

十一日為梁振英在京行程的第三日，但並沒有公開活動。有記者在十
一日晚的記者會上問及他早上去了哪裏。梁振英表示，早上全是工作的時
間，而一向愛大自然的他更透露，此行的遺憾是沒有機會欣賞北京春天的
花卉， 「恐怕要等下次或下個春天先有機會了，但今早全部都是工作的時
間。」

至於隨丈夫同行的梁太唐青儀，則有較多的私人時間，梁振英表示，
太太十日早上到了北京有名的798藝術區遊覽。

梁振英十一日晚舉行記者會後，十二日早上會搭早機回港，他臨別時
應部分記者要求一同合照，更有記者要求單獨合照，梁振英都有求必應，
最後才登車離去。

另外，有報道指，行政長官曾蔭權去年向領導人述職，當時身兼中央
港澳事務協調小組副組長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廖暉亦在場，但十日廖暉未有
出現在梁振英接受國務院頒發任命書的儀式，引起諸多猜測。據了解，由
於廖暉並非屬於國務院體系，而述職與任命規格不一樣，故他在國家主席
胡錦濤十一日接見梁振英時才出席會面。梁振英十一日晚於記者會回答記
者提問時，被問到與廖暉關係會否如前兩任特首般密切，梁振英則表示，
今次來京多次與廖暉會面。 【本報北京十一日電】

特稿 【本報北京十一日電】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十二日
將會返港，他十一日最後一個公開活動是會見北京的商
會，了解他們面對的困難。他解釋，自己仍是候任期間
便會見商界，以表達對他們的重視，認為在內地的商界
是香港重要的體外經濟，希望上任後多聽他們的意見，
亦歡迎他們向政府提出建議。

梁振英下午到駐京辦事處參觀，了解辦事處的格局
和運作情況，其後則在駐京辦會見三個主要商會，包括
香港內地（地區）商會、香港內地經貿協會、香港專業
人士（北京）協會。他向商界代表致辭時稱，此行是接
受中央委任狀，並與領導人見面及召開工作會議，雖然
現仍是候任狀態，但他安排與商界會面，是表示對他們
的重視，為他們打氣。

梁振英解釋，在知道行程後已即時安排與商界組織
會面，而駐京辦並非北京中心地帶，他對短時間內才通
知大家出席表示歉意。他笑稱，有個別團體表示希望參
加，但在酒店舉辦聚會要四百元人民幣一圍酒席，他希
望為特區政府節省金錢。

梁振英表示，估算在北京長期工作的港人連家眷有
十萬人，若連同北京、上海和廣州，共有三十萬港人和
家眷在內地長期工作，證明香港在內地經濟發展完全有
競爭力，能靠自己的本事佔一席位。他提到，在內地的
商界是香港的體外經濟，是重要經濟組成部分，亦是香
港重要的一部分，期望未來特區政府協助他們，不但工
作能順利發展，亦可有美好的生活，希望上任後多聽他
們的意見，亦期望他們為政府出謀，向駐京辦提出建
議。

傍晚 出席特區駐京辦茶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