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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備受信賴 替換說無中生有 西環街坊有權保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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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香港某報刊登一則消息，
煞有介事地說，麥齊光中箭下馬或令中
央加快推動 「B計劃」（後備方案），物
色人選替補危危乎的梁振英做特首，並
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是 「大黑馬」 ，將
取而代之。所謂 「B計劃」 完全無中生
有，完全沒有根據，只是 「據稱」 「據
了解」 一類而已，是地地道道的造謠。

這一假消息在香港目前複雜的政治
背景下出現，且有鼻子有眼，並非偶然
，表明造謠者意在配合香港社會上一些
政黨和人士的 「倒梁」 舉動，推波助瀾
，使不明真相者受騙上當，以此打擊剛
上任的新政府團隊威信，渙散人心。

梁振英新班子走馬上任，香港翻開
「穩中求變」 新一頁。然而，萬事開頭

難。這個難，難就難在諸多經濟民生問
題撲面而來，難就難在一些 「懷舊」 的
反對派政黨和人士，千方百計地加以阻
擾甚至不惜以造謠惑眾、無中生有的手
段來達到目的。

一段時間以來，反對派一些政黨和
人士利用梁振英 「僭建問題」 、林煥光
「利益衝突」 和麥齊光 「互租事件」 等

，向新特首及其團隊展開詆毀、攻擊。

目的就是要攪局，就是要損害新政府威
信，就是要癱瘓梁振英政府，製造社會
混亂。

反對派一些政黨和人士，借梁振英
「僭建問題」 和個別成員的過失大做文

章，將其上綱上線，將 「無心之失」 說
成有意為之；將過去的孤立的事件，說
成是整個班子腐敗，是 「誠信」 問題，
並要梁振英下台，這恰恰說明了他們的
反腐敗是假，搞亂香港是真。

此前，因 「互租」 事件被揭歷史瘡
疤，麥齊光提出辭去發展局局長，廉政
公署亦已採取必要措施將其拘捕。這恰
恰反映出新政府對 「廉政制度」 的堅持
和危機處理的高效。然而，反對派一些
政黨和人士反而將其作為 「倒梁」 的時
機與藉口，所謂 「B計劃」 在這個時候
出現也就並不令人意外。

梁振英提出 「穩中求變」 的政綱，
是符合香港社會發展實際和民眾利益的
，也正是因為這樣，梁振英當選第四屆
行政長官並於七月一日走馬上任，一直
都受到絕大多數民眾的擁護和支持，也
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不久前國家主席
胡錦濤訪港，十分清楚表明了中央政府

全力支持梁振英的態度。梁振英在其就
職典禮致辭時亦表示，會以施政成效答
謝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的信任。將全力
以赴，實踐競選諾言，帶領香港 「穩中求
變」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促進民主
，建立更繁榮、更進步、更公益的社會。

正是由於有這樣一顆謙卑的心、一
顆真誠的心，梁振英上任伊始就帶領問
責團隊頻繁 「落區」 ，期望更多聽取民
眾意見，更好地制定符合香港發展的各
項政策。梁振英將自己的問責團隊比喻
成 「熱廚房」 ，亦展現其為市民大眾服
務，為香港發展貢獻的精神風貌。

毫無疑問，梁振英帶領的問責團隊
，甫上任就已經展現新思維、新作風、新
形象。即使有「無心之失」，即使個別成
員過去的一些問題曝光，只要及時處理
，亦無損於新特首和整個團隊對目標的
共同追求，同樣受到民眾的擁護和支持。

反對派一些政黨和人士，不擇手段
，企圖破壞新班子的形象，企圖 「倒梁
」 ，都只是錯判了形勢，並不會受到市
民大眾的認同，必然徒勞無功。梁振英
備受信賴，所謂中央有 「B計劃」 的謠
言，市民大眾切莫受騙上當。

「支聯會」 李卓人與一些支持者
昨日下午又到西環 「中聯辦」 門外搞
事，他們指湖南省有關部門對李旺陽
事件的調查報告 「有疑點」 、 「不可
信」 ，要 「中聯辦」 解釋云云。

抗中亂港分子近來動輒到 「中聯
辦」 鬧事。 「中聯辦」 是中央駐港機
構，不要說應該得到充分的尊重與保
護，就是作為一般的機構，也應該享
有不被滋擾的權利。按本港法律，私
人地方是不能隨意侵擾的，市面一些
「收數公司」 替財務公司追數，在
「債仔」 住所門外貼告示、噴紅漆、

寫大字，也會被依法追究。但如今
「中聯辦」 門外，幾已成為 「支聯會

」 和 「社民連」 的 「勢力範圍」 ，
「中聯辦」 的安寧和權利遭到嚴重侵

犯。
搞事分子 「殃及池魚」 ，住在

「中聯辦」 附近樓宇的業主和住戶，
日前以行動表達了對被滋擾的不滿。
他們指出，示威者發出很大的噪音，
經常到深夜還不散去，而且，示威者
長期在該處擺設 「靈堂」 ，抬棺材、
送花圈、灑 「溪錢」 ，令到出入的市

民感到十分不安。市民一般都最 「忌
」 這些東西，如今日日被迫經過，實
在 「大吉利是」 。

街坊及大廈業主法團負責人，對
示威者動輒佔據馬路、堵塞交通的行
為更加感到不滿，街坊不僅出入受阻
，一旦遇有緊急事故，消防車、救護
車無法及時到達，隨時會出大亂子，
後果不堪設想。

住在 「中聯辦」 附近的坊眾，也
是香港市民、也是納稅人一分子，一
樣有自由、人權，為何 「支聯會」 、
「社民連」 可以用爭取民主、人權為

名而損害他們的權利？侵犯他們的寧
靜和出入自由？

事實是， 「支聯會」 和 「社民連
」 ，動輒到 「中聯辦」 門外鬧事，為
的根本不是什麼人權和正義，而是要
向 「一國兩制」 挑釁、向中央駐港機
構挑釁，以及挑戰特區警方的執法權
威。他們這種做法，已經對 「中聯辦
」 的安全帶來威脅、對附近居民造成
極大滋擾，無論從政治、法治以至居
民權利的角度，惡
行都必須停止。

曾鈺成
鄭耀棠

立會惜別宴議員聚首勉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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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稱當主席較預期易
【本報訊】立法會普選時間表已定，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

示，屆時可研究按行業和階層的直選模式，或將部分議席實施
比例代表制，代替功能組別。另外，回顧過去四年出任主席職
務，他坦言比想像中容易，皆因有秘書處協助，令他在具爭議
的議題上，有足夠信心做裁決。

可研直選代功能組別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一個電視節目上談及立法會普選問題

。他說，將來本港實施全面普選時，一定要取消功能組別，並
指社會與其爭論是否取消功能組別，倒不如討論日後實行普選
時，可以研究是否以直選模式取代功能組別，按行業和階層分
開部分議席，以代表不同行業或階層，或將部分議席實施比例
代表制。

回顧過去四年的工作，曾鈺成表示，出任立法會主席有不
少難做的決定，但出任主席不久後發現，工作比想像中容易，
因為有專業的秘書處協助，即使是處理具爭議的議題時，他能
有足夠信心，做到心安理得。他笑言，當中最難忘的是，早前
議員為他慶祝生日，以及有好幾次通宵辯論。

行政長官梁振英就任以來，接連面對大宅僭
建、新班子成員請辭及被廉政公署拘捕，就近日
有傳聞指，中央政府可能觀察一百天以決定是否
撤換梁振英，更說曾鈺成是頂替人選之一，曾鈺
成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斬釘截鐵地說傳言
不可信， 「我絕對唔相信中央係會有這所謂
Plan B（後備計劃）想法」。他指就中央對香
港政策的了解和以邏輯考慮，中央都不可能更換
特首，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是經過仔細觀察和認
真評估，而梁振英經長時間做好準備的事實是有
目共睹。

他說梁振英上任後無論遇到多少困難，中央

都難以在數月內找到更合適人選， 「換邊個是中
央可以有信心一定比梁先生做得更好？」如果有
任何散播更換特首的消息，都會令社會人心渙散
，特區政府更難管治，相信中央一定不會這樣做
， 「我如果從香港大局考慮，亦一定不會散播訊
息。」

熱身只為參加九月選舉
梁振英上場後忙於 「救火」，未能展示管治

能力，曾鈺成坦言情況比估計複雜和惡劣，但認
為 「找誰來做（特首）都艱難。」他亦否認為後
備特首熱身， 「如果民建聯決定我繼續參選立法

會議員，我要參加九月選舉，這是我唯
一熱身動作。」他認為，現階段最重要
是中央對特區政府表示支持，讓特區政
府順利開展工作。

鄭耀棠昨日接受電台節目採訪時也稱，新政
府不像過去兩屆政府般享有蜜月期，施政舉步維
艱，但他有信心以 「人頭搏芋頭」，絕不相信中
央給梁振英一百天試用期的傳聞，更形容提出這
種中途換特首說法的人，不認識內地政治運作，
「梁振英經過一個選舉產生出來的一個政府，他

的任期是五年，因此一個合法的政府，中央政府
沒有理由會中途所謂一百日把他拉下來。」

他稱並無後悔在行政長官選舉支持梁振英，
認為新政府仍忙於救火，希望社會給予時間。他
又呼籲梁振英盡快為住所僭建問題作了結，盡快
推出雙倍生果金等針對基層的紓困措施，避免積
累民怨。

【本報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昨日表示，不相信中央會
撤換行政長官梁振英。曾鈺成坦言，過去兩星期政府發生的事是意想不到，但散播
更換特首消息會令社會有更多揣測，亦否認自己正熱身做 「後備特首」 。鄭耀棠稱
，有關中央打算在百日內換特首的說法，是不懂中國政治運作。

換特首之說不可信

【本報訊】記者王欣、朱晉科、虢書報道：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表示，未來五年會盡忠職守
、別無他想，做好工作，不會只視政務司司長為一
份工，而是由心出發。她評價因租屋津貼事件辭任
發展局局長的麥齊光時指，麥齊光服務市民的精神
是值得肯定。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正物色發
展局局長人選，確定後會向中央報告。

林鄭月娥昨日下午到荃灣區與市民座談，有市
民呼籲，政府不應只為 「做好這份工」，而應有抱
負。林鄭月娥表示，未來五年會盡忠職守，別無他
想，不只視政務司司長為一份工，而是由心出發。
她加入 「熱廚房」是因為見到社會存在問題，希望
為市民做實事， 「希望大家給我時間和機會。」

林鄭月娥相信，麥齊光加入 「熱廚房」，是希
望為社會大眾做事，是其過去三十七年在公務員生
涯裡的心志， 「這亦是我早前對他信任的原因，這
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林鄭月娥懇請大家，給予麥
齊光和太太一個寧靜的空間。

關於新的發展局局長人選，梁振英昨日表示，
他會盡快物色替任人選，有進展就會向中央報告，
他希望社會人士給多點空間和時間予特區政府的新
班子，讓班子中每位問責官員可以施展抱負，為市
民大眾服務。至於早前表示對麥齊光 「百分百信任
」的林鄭月娥，昨日落區時未有直接回應麥齊光案
件，她表示，案件正在調查階段，故不可以評論，
以免有人認為她想影響這宗個案。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落區時表示，自己兼任
發展局局長只是臨時性質。曾俊華又說，麥齊光是
好同事，由於有關案件正在調查中，他不方便評論
，並不是要與他劃清界線。麥齊光辭職不損政府管
治威信，他們都會本着服務在市民的心，盡心盡力
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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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民運人士李旺陽的死亡報告惹來部
分質疑，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
表示，港人在事件上不應 「去得太盡」，認為兩地
應互相尊重，港人即使關心內地事務，也不應過分
干預，否則日後內地也可干預本港事務。

湖南當局日前公布民運人士李旺陽的死亡報告
，指李旺陽是死於自殺，惹來外界質疑報告內容，
身兼港區人大代表的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昨接受電

台訪問時表示，自己在事後第二日，已去信全國人
大委員長吳邦國及中聯辦，要求徹查事件，但認為
作為外人，只能相信有關報告，否則事件是沒有辦
法完結， 「有朋友亦跟我說，有時自殺的人坐在碌
架床上，都可以吊頸自殺死，即是不排除有這些可
能，最後（湖南）部門完成有關調查、分析和結論
，我們作為外人，只能相信有關調查。」

他理解香港市民關心李旺陽，但認為事件跟香

港沒有什麼直接關係，認為港人不應 「去得太盡」
，不應干預內地事務， 「我們關心內地事務，作為
香港人、中國人要理直氣壯，但具體事務不應該有
太多干預。」他說，本港事務繁多，而且本港公義
更加需要市民關心， 「我們只能夠在有限力量情況
下，做我自己力所能及，做到的事，怎樣做就由得
他（湖南當局）怎樣做。」

鄭耀棠又說，內地有做錯的事是要批評，但港
人激情過後都要考慮後果，不能想做就做，他不希
望內地有人對港人指指點點，相反如果內地干預本
港事務，亦是港人不希望見到。

【本報訊】本屆立法會任期明日（十八日零時
）正式結束，一眾議員昨日於立法會舉行惜別晚宴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致辭時，除感謝議員的支持，
尤提出對立法會秘書處的感謝，他並感謝政府官員
對議會工作的配合。

本屆立法會任期將滿，下屆立法會選戰正逐漸
展開，無論是否參選下屆立法會，大部分議員昨晚
都懷着惜別的心情聚集一堂，與同事及政府官員共
敘過去四年種種。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晚宴上致辭時，分別感謝
建制派議員、反對派議員、立法會秘書處及政府官
員。他首先感謝建制派議員支持他擔任主席，即使
在過去四年間，他的裁決偶有引起建制派不滿，但
他們的容忍度頗大。

反對派方面，曾鈺成笑言尤其要 「感謝」人民
力量兩個議員，因他們對他提出不信任動議，但又
因持續 「拉布」使有關議案趕不及於本屆立法會審
議，故要 「感謝」他們的 「照顧」。

特別感謝秘書處
此外，曾鈺成又代表所有議員，對秘書處特別

提出感謝，他指出，立法會近年來最大的變化是一
個議案經常是成頁紙這麼長，一次議會發出幾次緊
急諮詢，一次會多次休會辯論等，認為這一方面反
映議員勤奮，但另一方面亦大大增加了秘書處同事
的工作量，因此要特別感謝他們，尤其是即將退休
的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吳文華就表示，在立法會
工作二十年，視立法會為娘家，最難忘是搬新大樓。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亦應邀出席晚宴並致辭，
他提到，今年是雙選舉年，政府及立法會一同換屆
，二十年一遇，而自己能在上任後第十五天就獲邀
出席立法會惜別晚宴，認為十分特別及難得。他感
謝立法會過去兩個月與政府的配合，承諾新政府會
重視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並祝願無論是否參選下屆
立法會的議員，工作順利，生活幸福。

港人關心內地 不宜過分干預

：

▲ 鄭耀棠稱，有關
中央打算在百日內
換特首的說法，是
不懂中國政治運作
本報記者黃永俊攝

▲

工聯會王國興
（左）以毛筆題字
─ 「那些年我們
一起在立法會的日
子」 ，稱過去四年
無論過程如何，都
是精彩而難忘的
本報記者
黃洋港攝

▼

梁振英亦應邀出席晚宴並致辭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一眾議員於立法會宴會廳舉行惜別晚宴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曾鈺成坦言，過
去兩星期政府發生
的事是意想不到，
但散播更換特首消
息會令社會有更多
揣測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