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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政府要堅持落區衝出逆境 政府要促成奧運免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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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後的第
一個星期天。這第一個星期天，氣溫高
達三十二度，但特首梁振英和高官們不
是坐在家中嘆冷氣，他們冒着酷暑，揮
汗如雨，去到各個地區和市民見面，聽
取民眾的訴求和意見，繪就了一幅生動
感人的 「高官落區圖」 。

據報道，昨日，特首梁振英和運輸
及房屋局長張炳良去了黃大仙區、政務
司長林鄭月娥和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
去了港島鴨脷洲、財政司長曾俊華去了
大埔、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和保安局局長
去了東涌，還有庫務局長陳家強及公務
員事務局長鄧國威則現身在九龍城區
……。

這已是梁振英新政府履新一周來的
第二次落區。此前，高官們落區的次數
，可能幾個月都沒有這一個星期多。

梁振英及新班子的勤於落區，一些
人將之說成是什麼做 「騷」 。這實在是
小人之心和井蛙之見。事實是，梁振英
和新班子勤於落區，是其 「新人事、新
政風」 的一個重要標誌，未來將會長期
執行。而眼前，這一落區新猷尤其顯得
重要和必要。

眼前，反對派政客和亂港傳媒針對
梁振英政府的攻擊，可說達到 「近乎瘋
狂」 的程度，過去一周，梁振英提出的
「三司十四局」 架構重組仍在立法會財

委會內被 「拉布」 阻延，梁振英及其他
幾位局長家中的小量僭建問題被大肆渲
染，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二十年前的租樓
津貼被翻舊帳，新任行政會議召集人的
「平機會」 主席林煥光也面對要其 「二

揀一」 的壓力……，可以說，新一屆政
府受到的干擾之多、阻力之大， 「頭頭
碰着黑」 ，是前所未見的。

在這種情形下，梁振英和新班子是
退避三舍、 「坐以待斃」 ，還是排除干
擾、爭取主動？這個時候，梁振英在參
選期間許下的 「落區」 諾言，發揮了神
奇的 「突圍」 作用。

事實是，新政府一上台，反對派和
亂港傳媒便鋪天蓋地進行攻擊，目的就
是要拖住梁振英和新班子的後腿，令他
們無法按已定政綱有效開展施政，令市
民的訴求得不到回應而對政府產生更大
的怨氣，這樣，他們的亂港圖謀就有可
能得逞了。因此，梁振英及新班子不管
反對派和亂港傳媒如何阻撓、更不怕

「民陣」 等激進分子的暴力衝擊，毅然
決然堅持落區，堅持站到市民面前講解
政策、表達誠意、聽取訴求、收集意見
，與市民大眾建立 「面對面」 的溝通機
會，這樣一來，一些誤解或謠傳可以及
時得到澄清，民眾的心裡話也有機會當
面 「下情上達」 ，長遠來說對更好掌握
民情民意、提高施政效率固然大有幫助
，對反對派眼前的 「圍堵」 更是有力的
突破和回擊。

事實是，政府施政，根基在民。反
對派和亂港傳媒在議會、媒體上可以氣
勢洶洶、如狼似虎，但真正有力量、真
正有權決定梁振英政府施政成敗的是市
民大眾而不是反對派。作為一個有理想
、有能力、有承擔的政府，梁振英及其
新班子必須時時刻刻都牢記這一點，就
是任何時候、自始至終都不能放棄深入
社會、面向群眾、接受監督、多聽意見
的方針和路向，把施政的根深深扎到廣
大民眾裡，也從民眾身上得到最重要的
養分和力量源泉，從而立於不敗之地。

施政為民、施政靠民，將是梁振英
新政府衝出逆境、奮勇前進的唯一途徑
和不二法門。

還有十多天時間，二○一二倫敦
奧運會就要開幕。這是繼○八京奧之
後又一次全球矚目的體壇盛會，全球
健兒雲集英倫賽場一較高下，全球民
眾也不會錯過這精彩的欣賞機會。

但眼前，本港市民是不是都能看
到這一體壇盛會，卻還是一個未知之
數，事態發展令人關注。

本屆倫敦奧運，本港 「有線電視
」 以一億一千多萬元投得獨家播映權
。而按照國際奧委會的規定，投得獨
家播映權者必須提供其中二百小時的
節目給予免費電視播放，以符合人人
都有機會觀賞奧運的原則。

而 「有線」 經與本港兩家免費電
視台一再洽商後，周前宣布 「有線」
開出要連廣告一道轉播的條件， 「無
線」 拒納、 「亞視」 答允在英文國際
台轉播。如此家中沒有 「有線」 的市
民大眾，也可以安坐家中觀賞到不少
於二百小時的賽事。

但是，好事多磨，不知如何，昨
日 「有線」 方面宣布， 「亞視」 的轉
播因涉及到與 「無線」 的協議問題，
可能要取消。

就此，市民大眾肯定大失所望。
眾所周知， 「有線」 台節目收費不菲
，線路覆蓋亦不全面，不少普羅大眾
家中都沒有或裝不起 「有線」 ，如今
兩家免費電視台都不播，收看倫敦奧
運就美夢成空了。

對此，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局長蘇錦樑昨天表示，明白到市民
大眾需要免費電視轉播倫敦奧運，但
由於事涉商業經營，政府難以插手干
預，云云。

當然，市民大眾也明白，政府不可
以干預三家商營電視台之間的合約糾
紛，但眼前觀看倫敦奧運是市民大眾
共同渴望之事，也涉及社會整體利益
，並非僅一句「商營」便可以「了得」。

如此為市民福祉着想，特區政府
是否可以用一些折衷辦法，比如由政
府在此項目上提供若干優惠或寬免，
促成兩家免費電視台的轉播，或在政
府場地進行大屏幕轉播呢？看來，距
離開幕還有半個月時間，各方宜多加
努力、縮小差距，利便市民和滿足體
育運動愛好者的
渴求。

CY撐林煥光無角色衝突
強調行會有迴避申報機制

梁指港人港地可靈活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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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市建
局主席兼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昨日表示
， 「港人港地」措施如果只限制一手買
家為香港人，無限制轉售的對象，限制
外地人來港買樓的效果不大，最有效方
法是政府在地契列明單位只容許香港人
持有。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表示， 「港
人港地」政策可以用比較靈活的辦法，
按當時的需要推出政策。

梁振英在競選政綱中提到，當住宅
市場過熱，就選擇符合中產階層住屋需

要的政府土地，在賣地條款中規定在建
成後的住宅單位，只可售予香港居民，
包括永久及非永久居民。張震遠昨日接
受電視台訪問時稱，要在市建局未來的
住宅項目，試行 「港人港地」是有可能
，但需視乎政府是否願意推行。

張震遠：市建局可試行
張震遠又說，本港樓價高企，不是

因為外地人來港買樓推高樓價，而是用
家需求大，但供應少，低下階層無能力

買樓，所以需要增加樓宇供應量，包括
興建居屋以及夾心階層房屋。他續稱，
就算市建局用港人港地政策賣新樓，只
出售給港人，幫助亦不大，因為單位很
容易轉手。政府實施「港人港地」政策，必
須在地契說明是否只容許香港人持有。

他又說，目前外地人在香港置業的
比例不高，因此推行 「港人港地」政策
的效果不大。如果有很多非本地人來港
買樓， 「港人港地」政策才有效，政策
是否實施需要詳細的研究。梁振英表示
， 「港人港地」政策的應用是有時機性
，政府可以用比較靈活的辦法，按當時
的需要推出政策。

至於如何增加樓宇供應量，張震遠
說，市建局樂意配合政府的政策需要，
在舊區重建收回的土地，興建公屋及居
屋，並有助減輕基層人士昂貴的交通費
負擔。不過他又指，在市區興建大型公
屋有困難，可以考慮興建小規模的公屋。

張震遠又說，會短時間內啟動工廈
重建項目，但不會太早交代重建後工廈
的用途和發展模式，因為重建亦是幾年
後的事，他希望在先導計劃汲取賠償及
安置的經驗。他亦表示未來數星期會落
區接觸市民，聽取意見。

【本報訊】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
昨日表示，行會成員應該更早加入政府
的政策醞釀過程，成員需要時間、空間
，才可發揮大的作用。他指，有些政府
政策複雜，行會成員早些切入，可早作
準備，但絕不是要替代司局來參政。

林煥光表示，十四名行會成員日前
已經與行政長官梁振英以及三位司長傾

談，大家均目標清晰，表示會盡快將行
政長官競選時的承諾轉化為實際的政策
。林煥光續指，行會成員均希望，行政
機關和司局長應該盡量利用好非官守議
員的經驗和力量，但行會需要時間、空
間，讓成員早些參與政策、法律的制定
。 「有一些極端的情況，（政策）文件
前幾日才送到行會，大家倉促決定做與

不做，相當的不公平。」林煥光認為，
有些政策很複雜，在政府的行政機關醞
釀好久，他希望讓行會成員都可以預早
參與。 「不是想取代司局的參政，也不
可能取代，但成員早些有一個切入機會
，可早作些準備。」

提到行會成員的職責，林煥光表示
，行會成員是政府的政策顧問，而決策
權在特首，成員職權限於做建議，但有
時間和空間才可發揮大的作用，短時間
做決策思想不夠精密。他提到，三位司
長尤其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明白這種
情況，表達會積極改善。林煥光認為，
新班子有做事的態度， 「大家都認為時
間不長，要盡快開始各種工作。」

林煥光昨日接受一個電台專訪時表
示，自己經過深思熟慮，認為身兼行政
會議非官守召集人及平機會主席兩職的
衝突機會較低，可以透過申報及避席處
理，如果認為出現衝突，屆時才決定辭
職。他今天會與平機會委員及持份者會
面，在聆聽意見後，本星期初決定去留
。林煥光之後見記者時表示，他在平機
會的合約到明年一月，如果離開，對平
機會的運作構成困難，加入行會的時候
，已表明有責任完成平機會合約。

未來數天決定去留
談到當初加入行會的原因，林煥光

相信，行政長官梁振英邀請他加入行會
，是因為他有多年的公務經驗，可以協
助政府施政。他又指，梁振英同意新一
屆的行會，希望非官守成員，可以在政
策醞釀過程中更早參與，而不是像以前
到決策前才倉卒做決定。

被問到一旦辭任對特區新班子所帶
來震盪，是否考慮辭去行會一職的因素
之一，林煥光強調，自己絕不是跳船，
並非因為新班子近日出現各種問題才希
望盡快離開行會，他指自己不怕批評和
挑戰，會有承擔，思想開放、樂意聽反
對意見。林煥光表示，接受任命後不可
隨便說不接受，整件事要小心判斷，現
階段以虛心聆聽的態度，更好掌握社會
大眾對他目前決定的看法。

另一方面，梁振英昨日落區時首度
回應事件，明確指林煥光擔任行會召集

人，不會與平機會主席的角色有衝突：
「社會上大多數平機會成員和上一任平

機會主席都認為，這兩個身份是沒有角
色衝突的。如果有衝突的話，行會成員
或召集人，正如其他可能的角色衝突一
樣，我們是有迴避和申報機制。」他認
為，林煥光只是負責任地聽取社會上不
同的意見。

行政會議成員張震遠認為，林煥光
平機會主席的職務與行會召集人角色沒
有衝突，亦不相信他是跳船。張震遠表
示， 「行會有一個完善的申報機制，
若在個別政策討論時真的存在利益衝
突，每一個人都可以申報利益，我不
相信亦不希望林先生辭去行政會議的職
務。」

平機會委員多支持留任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不評論林煥光應

否辭去行政會議召集人一職，他認為林
煥光有豐富的公共服務經驗及智慧，他
提到以往行會成員亦有多重身份，例如
他當立法會議員時，亦是行會成員。民
建聯主席譚耀宗亦認為，林煥光毋須辭
去行會職務，指林煥光加入行會後，令
平機會地位獲得肯定及提升。

平等機會委員會委員陳曼琪昨表明
支持林煥光兼任平機會主席及行會召集
人，她認為這不但能顯示政府支持平等
價值，也能使平機會對政府在制訂政策
中作更深層次的監察。她又稱，現時已
收到十個團體來信支持林煥光。

身兼平機會主席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表示，今明兩天會
與平機會成員商討自己角色問題，未來數天決定是否留任行會，強調
自己並非因為新班子上任後出現各種問題才考慮 「跳船」 。行政長官
梁振英則力撐林煥光，指不存在角色衝突，強調行會有迴避和申報機
制。

本報記者 戴正言

促讓行會成員
盡早參與決策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
不少市民關注住屋問題，運輸及房
屋局局長張炳良昨日到黃大仙出席
論壇時表示，他希望在任內重新啟
動長遠房屋策略，當局會吸納各方
意見制定具體計劃。對於解決基層
住屋及劏房問題，他說，不敢草率
作出承諾，但強調現屆政府會開拓
更多資源及釋放更多空間，包括考
慮改裝工廈、興建青年宿舍等。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夥拍張炳
良落區，有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和劏
房的代表不滿政府多年來沒有好好
解決住屋問題，指現時居住在劏房

的市民，正面對居住環境惡劣、衛
生情況欠佳、租金昂貴等問題，促
請政府加快公屋輪候時間。張炳良
表示，不能草率作出承諾，現時維
持三年上樓的時間也不容易，在公
屋單位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房委會
要作出平衡。不過，當局會研究釋
放更多土地興建公屋。

另有年輕人建議政府重推公屋
「租者置其屋」，張炳良表示，公

屋租者置其屋計劃在○三年後已停
止，但會否重新啟動要審慎研究，
因為過去有住戶反對計劃，亦有住
戶擔心管理混亂。

同時掌管運輸政策的張炳良回
應市民對公共交通票價的關注時表
示，政府已經承諾在未來半年檢討
港鐵可加可減機制，當局已委託專
家進行研究，希望在年底或明年初
有初步結果。至於巴士票價的問題
，巴士專營權會在二○一六至一七
年到期，政府亦會開始考慮檢討有
關機制。

另外，對於有大批示威者圍堵
落區官員，張炳良認為，市民有表
達意見的自由，雖然有市民反應較
強烈，但社會應珍惜有不同意見的
人，他不希望示威轉移論壇的焦點
。他又說，新政府需要透過具體施
政成效，以及解決社會民生問題，
以贏取市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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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房屋策略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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