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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懼狙擊騷擾無懼狙擊騷擾

決心做實事 增市民信心

特區新班子昨日無懼示威者狙擊，再次落區聽取民意。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香港
不是屬於少數人的，而是屬於七百萬人，他會以謙卑的心聆聽大家的意見，為香港打造
更好的明天。他指出，落區能夠聽到很多市民對政府施政和地區行政的訴求，大部分都
是與民生有關的，他與局長會把所有問題記下來，帶回去作進一步研究。不過，有反對
派政黨繼續 「博出位」 ，以粗暴野蠻的行徑圍堵、騷擾新班子成員，企圖嚇怕新班子。
反對派成員更一度推撞警員，製造混亂場面。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新班子落區聽民意本來
是一大德政，但就吸引反對
派借機抽水 「搞破壞」，令
市民大感無奈。其中特首梁
振英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成為被狙擊的主要對象，所
到之處必遭示威者重重包圍
，相信與立法會選舉臨近，
政客想借機宣傳有關。

梁振英昨日落區時，本
來只有數十名社民連成員及
一小撮人民力量成員在門外
守候，雙方未至於爆發激烈
的衝突，但社民連和人民力
量為了爭取傳媒的關注，大
家唯有 「鬥激進」，用粗暴
的行徑圍堵一心落區的官員
，行為極度幼稚。

另一邊廂，林鄭月娥和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傍
晚到鴨脷洲社區會堂出席論
壇時，合共約二十名民建聯
、民主黨及人民力量成員到
場請願，警方在會場外用鐵
馬架起示威區及記者區，秩
序大致良好。民建聯要求政
府關注南港島線工程進度；
反對派則要求林鄭月娥處理
新班子僭建及誠信問題，亦
要求高永文解決住所被指違
規拆牆的事。兩人都先後接
過請願信才進入會場。

不過，在論壇結束後，
林鄭月娥由會堂後門離開時
，大批人民力量成員高舉紙
牌及高叫口號攔截，她一直
面帶笑容步行上車，惟示威
者阻止其座駕駛離現場，擾
攘數分鐘後，其座駕才順利
離開。一名譚姓的人民力量
支持者欲上前請願，期間和

林鄭月娥的新聞秘書一同倒地，警方事
後帶走兩人協助調查。

至於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和保安局局
長黎棟國，就首次成為 「孖咇」拍檔。
麥齊光近日因為 「互租單位」事件成為
傳媒焦點，但未知是否因為落區地點較
遠，反對派未有派員到東涌 「做騷」，
麥齊光反而被記者團團圍着，追問他有
關事件的詳情。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與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午則到堅尼地城
聽取市民意見。曾德成表示，新班子決
心落區，令施政可貼近民情，亦方便整
理施政的先後次序及資源調配。蘇錦樑
則強調，官員落區不是 「做騷」，因為
政策的好壞由市民決定，市民意見可
幫助政策調整。他會以 「一杯水、一
枝筆和一本簿」，用謙卑態度聽取巿民
訴求。

梁振英上周日落區遇到示威者衝擊，令論壇接近尾
聲時被迫腰斬，他昨日與司局長兵分多路落區出席論壇
，聆聽市民的訴求。梁振英夥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
良到訪黃大仙，大批警員到場戒備，數十名社民連、人
民力量成員一早在會場外擺好陣勢，為吸引傳媒注意奇
招盡出，準備在梁振英到埗時衝擊對方。示威者一度與
梁振英的支持者爆發罵戰，須勞動警員分隔，現場氣氛
一度緊張。

居民斥示威者 「騎劫」 論壇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夥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

到訪鴨脷洲時，也遇
到一批示威者。其他
官員則比較 「幸運」
，未有遇到激烈示威
者推撞場面。財政司
司長曾俊華夥拍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到訪大埔；發展局局
長麥齊光夥拍保安局
局長黎棟國訪東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
陳家強夥拍公務員事
務局長鄧國威訪九龍
城；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則夥拍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
樑到訪西環。

黃大仙的論壇開
始前，有示威者和梁振英的支持者各據一方，雙方高喊
口號，但未有阻礙論壇正常進行。有出席論壇的居民批
評示威者 「騎劫」論壇，阻礙其他人向新特首表達訴求
，行為自私， 「阻住地球轉！」有市民高舉支持新政府
架構重組的紙牌，希望新班子早日落實惠民政策。

梁振英一開首已主動提及上星期在屯門落區時的混

亂情況，但他們總結經驗認為，即使遇到混亂，落區仍
然是有收穫的。他們在落區時，有機會向市民介紹和匯
報政府的一些施政理念，圓滿地達到了交流會的目的。
梁振英強調，民生無小事，政府有心有力做事，但希望
社會可以互相諒解，齊心配合，甚至犧牲，才能成事。

梁振英冀社會互諒
另外，梁振英重申，他十分重視言論及新聞自由，

香港警察在處理示威遊行時已經十分克制， 「警方在維
持治安及秩序時需要一定的權力，但這個權力是不能夠
濫用的，這一點我亦可以表達一個清楚的立場。就個別

個案，我不能在這裡
代表有關的部門去答
，亦都不是行政長官
一個人說那件個案應
該如何處理。」

論壇進行了一個
多小時，梁振英和張
炳良在離開會場時，
為數過百人的社民連
、人民力量支持者突
然一湧上前，衝破警
方的防線，包圍特首
座駕。有滋事分子更
高喊極粗俗的口號，
刻意挑動示威者的情
緒。有搞事者則惡人
先告狀，反咬警方使
用暴力推跌他們，在

傳媒面前大肆 「做騷」。
現場數十名藍帽子警員要手拖手拉起人鏈，分隔示

威者及特首座駕。期間多次有示威者想突破人鏈，衝向
梁振英的座駕，以及向車子投擲物件，混亂中有警員被
示威者推倒，情況一度失控。示威者與警方角力達十分
鐘後，梁振英的座駕終於在路口成功突圍離開。

【本報訊】面對今屆政府 「起頭難」困局，政務司
司長林鄭月娥與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落區與市民會
面時強調會 「做實事」，予政府機會重拾市民的信心和
信任；並重申自己從不會考慮個人顏面及民望，任命是
源於對本港有承擔。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昨
傍晚到鴨脷洲社區會堂落區，聽取民意。林鄭月娥入場
前，被大批示威者及傳媒包圍，擾攘數分鐘方能進入會
場。她在論壇開始時表示，希望市民以和平及理性態度
發表意見。

有市民質疑，林鄭月娥的 「好打得」形象深入民心
，但新班子上任一周卻已不斷有負面新聞。林鄭月娥表
示，對於往後如何解決今屆政府 「起頭難」局面，只有
一個方法回應，就是給予政府機會 「做實事」，透過落
區回應市民訴求，讓市民重拾信心和信任。她又重申，
從來沒有考慮自己的顏面和民望，亦不會為民望而戀棧
權位，做出令自己後悔、違背良心的事，強調出任政務
司司長，是 「對香港的承擔，是希望為香港七百萬名市

民服務。」隨即獲在場人士報
以掌聲。

林鄭月娥希望，大家給予
涉事官員機會、空間和時間，
作全面認真及誠懇交代，在事件
未交代前，不應判定當事人涉誠
信問題。論壇上，林鄭月娥表示
，新政府會全面覆核家庭議會
政策，審視現時公屋富戶問題
。而目前，她正與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張建宗研究增加生果金
金額問題。

至於基層醫療問題，食

物
及 衛 生

局局長高永文表示，公私營
醫療的平衡發展十分重要，
承諾上任後會關注基層，特
別是長者的醫療服務問題，
確保醫管局資源用得其所。

▶有出席論壇的市
民舉起支持政府架
構重組的紙牌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梁振英落區時遭到示威者狙擊，場面一度混亂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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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派錢機會微

▲林鄭月娥與市民對話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曾俊華（右）夥拍張建宗（左）到大埔
聽取市民意見 本報記黃洋港攝

▼梁振英（中）與張
炳良（右）出席在黃
大仙舉行的論壇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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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英強調，即
使遇到混亂情況，
落區仍然有收穫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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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財政司司長
曾俊華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日到大
埔聽取市民意見。曾俊華暗示政府不會再派六
千元，強調政府措施的首要考慮是針對性。

曾俊華與張建宗昨日下午一同前往大埔舊
墟公立學校聆聽居民意見，張建宗一開場便強
調官員落區絕非 「做騷」，希望市民講出心聲
，他與同事會將意見充分反映給政府有關部門
。昨日共有一百多街坊出席，氣氛熱烈。

有基層居民希望政府再派錢，曾俊華回應
說，前年決定派發六千元，是希望分享財富，
但現時歐美經濟較差且不穩定，全球經濟可能
再惡化，並危及本港，如今年第一季的本地出
口增長便僅百分之零點四。他形容現階段為困
難時期，需要小心。他續指，政府措施的首要
考慮為針對性，希望利用有限的資源幫助到有
需要的市民。

一同出席的張建宗則被問到安老院舍不足
如何解決，他表示政府現時鼓勵長者居家安老
，這亦符合大部分長者意願，而政府會推出配
套措施，如明年四月會推出服務券，長者可憑
券購買物理治療，以至是護理上門服務等。此
外，政府會繼續向私營安老院買位，希望再增
加一千七百個。另有市民認為申請交通津貼的
審批方式需改善，張建宗表示，九月的中期檢
討是關鍵，他會認真對待，充分搜集數據，回
應市民訴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