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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因在特首選舉期間支持唐英年，而被問及會否擔心
秋後算帳的全國政協常委陳永棋及立法會工業界議員林大輝，異口
同聲表示，相信不會發生 「秋後算帳」。

陳永棋昨日出席一公開論壇時，被問到會否擔心梁振英上任後
秋後算帳，陳永棋回應表示，並不存在所謂的大和解，新一任行政
長官經已選出，建制派應向前看，團結起來支持新的行政長官施政
，推動本港經濟發展，去解決貧富懸殊、住屋以及中產及低下階層
的問題。

冀新政府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陳永棋相信，梁振英不會秋後算帳，但若香港不團結，政府施

政會遇到困難。陳永棋表示，過去十五年，香港的施政出現問題，
主要因為行政和立法關係不協調，希望新政府能夠處理這個問題。

梁振英的政綱中提出多項關注基層的措施，陳永棋認同未來政
策要向低下階層傾斜的做法，因香港在外部面對世界經濟問題，內
部亦要化解中產和中下階層之間的矛盾。至於梁振英早前提出明年
起雙非孕婦在私院零配額的措施，陳永棋相信現任及新一任政府能
夠自行協調。

另外，林大輝接受電台訪問時，亦被問到會否擔心被秋後算帳
。林大輝解釋指，秋後算帳的意思是，在選舉期間，有一方做出不
道德的事，又或另一方捏造對方。但在選舉過程中，並沒有發生過
類似之事，因此認為秋後算帳不會發生。

選舉過後，林大輝認為，自己既然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又有
心為港人服務，則可透過不同渠道，與新一屆政府溝通和合作，繼
續服務香港。他表示，近日有不少朋友鼓勵他參加立法會直選，他
會開始分析及思考是否應接受選舉的洗禮。

至於被問及會否加入新屆政府，林大輝指有自知之明，新班子
沒有適合他的職位。不過，他表示，前日應邀與候任行政長官梁振
英會面時，也向梁振英建議，首要任務是要組織管治班子。他相信
梁振英會任人唯才、親疏無間。

談及唐英年，林大輝指出，唐英年仍在美國度假，並會於下星
期返港。他相信，對方有繼續服務香港的心，所以經過幾星期的反
省和分析後，自然會有自己的想法。作為朋友，林大輝認為今次的
特首選舉對唐英年是一次洗禮，讓他看清自己的長處和短處。而作
為議員，他認為，現時工商界不太團結，需要有人站出來團結界別
，以更有效服務業界，但他強調此人不一定要是唐英年。

【本報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近日提出私家醫院明年 「雙非」 零配
額，以保障本地孕婦權利，受到絕大
部分市民支持。新論壇調查發現，超
過八成受訪者贊成明年暫停雙非孕婦
分娩配額，逾九成人支持梁振英關於
不保證明年來港分娩的雙非孕婦，其
子女可獲永久居留權的言論。

逾八成人贊成停收雙非
新論壇調查發現，逾九成的受訪

者表示關注雙非孕婦來港產子問題，
近九成受訪者同意雙非孕婦來港產子
已對相關的政策及福利規劃造成沉重
負擔。候任行政長官近日提出明年將
暫停雙非孕婦的分娩配額，此建議獲
得百分之八十二的受訪者支持，不支
持的不到百分之五。另外梁振英也表
示不保證明年來港分娩的雙非孕婦，
其子女可獲永久居留權，言論獲得九
成三的市民支持，不支持的只有百分
之三。新論壇理事佘繼泉指，解決雙
非已成為社會的共識。

新論壇理事龐愛蘭表示，梁振英
最近提出的新建議，調查結果發現得
到市民的高度認同，切實解決雙非問

題，已是社會對政府的共同期望。對
於有私家醫院表示，停收雙非會造成
經營困難，甚至結業。有超過七成的
受訪者表示不同意。龐愛蘭說政府政
策應以香港社會整體利益為首要考慮
，過去人口政策的失效對香港教育醫
療帶來嚴重衝擊，新政府今次是撥亂
反正。私家醫院作為慈善機構，不應
只為追求盈利，而漠視本地孕婦的權
益，無視其服務本地人的責任。她也
認為，私家醫院可借今次機會，發展
不同類型的醫學服務，改變經營模式
，創造更多商機。

調查也發現近半數受訪者傾向人
大釋法解決雙非問題，近三成受訪者
支持修改基本法。新論壇理事蘇俊文
認為，雙非問題的核心在於雙非嬰的
身份。他認為無論是釋法或者修法均
可能耗時比較長，新一屆政府應及早
提出解決方案，用行政手段積極配合。

另外，四分三的受訪者不認為梁
振英以候任特首的身份，要求停收明
年的雙非，是架空現屆政府的行為。
是次調查於本月十七日至十八日進行
，利用音頻電話訪問了四百七十一名
市民。

曾：曾：現政府非現政府非跛腳鴨跛腳鴨
明年停收雙非 兩屆討論成果

梁振英早前公開表示，明年私家醫院停收雙非，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周一嶽及後稱，有關配額留待下屆政府決定，令人擔心其言論
有可能干預現屆政府施政。曾蔭權昨日於香港機場接受訪問時稱，
他與梁振英有定期見面和溝通，一同商討跨屆政策， 「所有下屆政
府的政策，譬如是今屆政府在六月三十日之前，政策上的落實必定
由我負責。但在七月一日之後的政策落實，當然由下屆政府負責。
如果任何政策跨越了兩屆政府，就由大家商訂。今次結果也是大家
商訂的成果。」

他強調，香港永遠都只有一個核心，他與梁振英的角色沒有重
疊，雙方有相同目標，各項工作已向梁振英作書面介紹，希望政府
對市民的服務不受影響，而現屆政府亦不會變為 「跛腳鴨」， 「我
再講清楚，七月一日後的事情一定要由梁先生決定，我們要理解這
安排才行。不是說現時跛，後面跛，怎樣跛，根本香港政府不會跛
……六月三十日前所有事情都是我話事，七月一日之後是梁先生話
事。」

餘任首要工作 確保交接順利
被問到梁振英提出停收雙非的建議前，有否向現屆政府提出意

見，曾蔭權解釋，周一嶽已經與私家醫院就雙非孕婦分娩配額商討
近兩年，但若討論到明年配額的問題，必須得到梁振英的同意，由
下屆政府去參與。他又稱，現屆政府餘下任期的首要工作，是確保
各方面交接順利過渡，盡量支持下屆政府的工作，餘下半年會否有
更多人衝關是後續問題，香港無論如何都要克服。

事實上，梁振英曾多次公開表明，任何一個時候只有一個行政
長官、一個政府和一套政策，而他昨日亦到新政府總部並逗留約大
半個小時，相信與現屆政府人員會面。

對於梁振英提出將問責班子擴大至 「五司十四局」，能否在七
月一日前完成，曾蔭權表示，現屆政府所有決定的大原則，是優先
處理交接安排的問題，確保所有服務不會影響市民，若政府有任何
編制或架構上的更改，一定會與梁振英清楚談論。他回應反對派對
他提出的不信任動議時稱，會以謙虛的態度聽意見，全港市民和立
法會議員的說話，對他來說都是鞭策，他一定虛心聆聽。

另外，曾蔭權外訪九日到了新西蘭、智利和巴西等地，他認為
此行收穫不錯，當中跟進落實與新西蘭的自由貿易協議，讓當地商
界領會以香港作為人民幣結算中心的好處；又與智利總統會面，加
強兩地在其他經濟範疇的合作，如取消兩地雙重徵稅等。

【本報訊】昨日外訪回港
的行政長官曾蔭權表示，香港
不會出現兩個權力核心。他稱
與梁振英有定期見面和溝通，
一同商討跨屆政策，包括私家
醫院雙非孕婦分娩配額，都是

兩屆政府討論出來的成果。曾蔭權強調，現屆政府
不會成為 「跛腳鴨」 ，六月三十日前仍由他負責落
實政策，而現屆政府餘下任期的首要工作，是確保
換屆交接順利，並支持下屆政府工作。

與梁溝通良好
共商跨屆政策

【本報訊】對於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提出
處理 「雙非」問題的意見，各界均認為梁的表
現決斷，能徹底解決雙非孕婦問題。

譚惠珠：法律方式處理
就梁振英提出私院雙非
孕婦零配額的意見，港
區人大代表譚惠珠表
示，自己一直相信行
政手段未必能徹底解
決問題，或要用法律

方式處理，她認為梁振
英似乎有這方面的意向

，但不清楚實際方法，她相
信梁振英能夠解決問題。譚惠珠又說時機成熟
時，本港需要一個徹底的解決方法，包括釋法
，希望市民冷靜，亦明白是對事不對人，她認
為如果有足夠的民意支持釋法，釋法就是可
行。

周梁：欣賞CY決斷力
前日應邀出席與梁振英
會面的自由黨副主席周
梁淑怡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欣賞梁振英
提早宣布零配額的決
定，不認同這是干預

現屆政府的做法，因為
問題關係到本港深遠的影

響，應盡快 「止血」。
對於梁振英表明會循法律途徑去處理，周

梁淑怡表示，欣賞CY的決斷力，相信他要求
管治團隊，也要決斷處理社會問題。而梁振英
的管治班子人選，周梁淑怡認為，社會不用過
分揣測，相信梁振英的班子會有相當民望及公
信力。不過，她坦言，自由黨員獲邀加入行政
會議的機會不大。至於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她
現時的意願是不參與直選，望能給年輕黨員參
與的機會。

林健鋒：齊心解決問題
另外，經濟動力召集人
林健鋒與傳媒茶敘時表
示，一直與特首辦方
面保持聯繫， 「在雙
非問題上，特首曾蔭
權有心要解決，我又
有心要解決，市民又

有心要求處理，三條心
放在一起，希望草案可獲通

過。」
林健鋒指出，律政司日前已經就他提出的

私人草案提供意見，他期望草案能於下星期提
交立法會，並在今個立法年度獲通過。草案內
容有關要求修改《入境條例》有關香港永久居
民的定義，恢復一九九六年基本法籌委會的立
法原意，訂明在香港出世的嬰兒，父或母是香
港永久居民才能取得居港權。另外，林健鋒表
示，經濟動力已集合一萬多名支持草案的市民
簽署，稍後會提交政府，以反映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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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市民撐CY遏雙非

張國鈞：

新政府凝聚共識
各黨派均會支持

【本報訊】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昨日出席民建聯一個活動時
表示，不論在特首選舉中支持哪位候選人，相信初衷都是為香港
好，都是對事不對人，只要新一屆政府的施政對香港有利，各大
黨派都會支持。他以近日候任特首梁振英明確表示明年私院接收
雙非孕婦名額應為零，稱對方說出了社會大眾的共識，方向正確
，因此包括自由黨在內的各大政黨都支持。

張國鈞指出，若無具體議題作為支撐，要各大政黨都開空頭
支票說支持梁振英是不現實的，也無意思，重要的是，要就住某
一個議題或政策，提出實質東西。他相信，只要梁振英在上任後
繼續緊貼市民脈搏，在日後處理堆填區、房屋、貧富懸殊等比雙
非更複雜的問題上，像今次一樣凝聚到社會共識，政黨和社會都會
支持，這比以某個刻意動作去達至形式上的和解更具長遠意義。

陳永棋林大輝：

不會發生秋後算帳

▲新論壇調查發現，82%受訪者贊成明年暫停雙非孕婦分娩配額。圖左起：佘
繼泉、龐愛蘭、蘇俊文 本報記者夏盧明攝

▲ 曾蔭權表示，香
港不會出現兩個權
力核心，他與梁振
英有定期見面和溝
通，一同商討跨屆
政策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