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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本報訊】記者宋佩瑜報道：面對樓價

持續高企，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立法會
議員謝偉銓接受本報專訪時指出，早前政府

推出的 「港人港地」政策力度不夠，他建議將額外印花稅的年期
及稅率 「加碼」。另外，政府應推出短、中、長期措施，考慮在
現有的工廠大廈有條件地改變土地用途，提供更多住屋單位，以
穩定樓市。

首次晉身立法會的謝偉銓高興得到業界支持，讓他可以進入
議會服務市民。他分析說，可能自己在行內有實戰經驗，較上任
議員劉秀成更了解業界的訴求，但香港及業界的前途問題，並非
他一個人的知識可以改變，他希望為測量師、規劃師、工程師等
各界專家，築起與政府溝通的橋樑，以及提升業界形象。

謝偉銓指出，現時政府很多委員會內的專業人士均不足夠，
缺乏專業人士在發展規劃初期提供專業意見， 「香港成日講發展
，發展唔只係工程師（起樓），仲有環境規劃，包括工作、居住
、娛樂、配套……市民對房屋、土地規劃有好多意見，業界以往
都有提過意見，但聲音出唔到，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
建議政府多重用本地人才，加快推動基建發展的步伐。

至於與規劃發展息息相關的房屋問題，謝偉銓認為，現時的
樓價過高，小市民根本負擔不起。雖然政府已復建居屋及優化置
安心計劃，但畢竟供應需要時間，短期措施難以冷卻樓市過熱問
題。然而，他亦明白政府的難處，若落重藥又擔心影響私樓業主。

工廠應改土地用途變住宅
謝偉銓建議，政府可推出短、中、長期措施，例如在現有的

工廠大廈有條件地改變土地用途，提供更多住屋單位穩定樓市，
「政府必須在思維上以大局為重，多管齊下，勿浪費重要資源。

」不過，他認為近日政府推出的 「港人港地」政策力度不夠，建
議將額外印花稅的年期及稅率加碼， 「雖然香港係一個自由市場
，但公屋都限制畀香港人住啦，所以 『港人港地』政策其實無咩
問題。」

談及未來的議會格局，盛傳謝偉銓將加入 「散人」行列。謝
偉銓在訪問中特別澄清說，他從來沒有說過加入任何政治組織，
因為作為業界代表一定要保持獨立，但他日後不排除與其他議員
「走埋一齊」溝通，共享資源。

另外，謝偉銓曾經在特首選舉中提名梁振英，被外界稱呼為
「梁粉」，他說，不介意別人怎樣稱呼他，亦不覺得 「梁粉」的

稱呼是負面或有任何包袱，更反問： 「如果啱嘅，點解唔撐？」
對於梁振英的民望低迷，謝偉銓則認為，民望有高有低，相信將
來政府的政策陸續出台後，特首的民望會回升。

有些人開口閉口說 「內地干預香港」
。說這種話的人如果是普通人也還罷了，
若是記者，便令人感到憤怒。龔言是媒體
中人，明白記者負有使命感，不能無的放
矢、誤導大眾。

正如南丫島撞船事故，中聯辦提議讓
廣東打撈沉船專家協助香港打撈沉船，有
記者即以一派 「『勇』於監察特區政府」
的姿態質問梁振英： 「內地是否干預香港
」？這名記者的無知與無禮，實在有辱整
個新聞行業。愛上綱上線的人從來非常主
觀，並沒有察覺自己的用詞是否恰當，只
顧抽別人後腿，人家說左他偏說右，以為
這樣就可搶鏡。

何謂 「干預」？這詞猶如 「干涉」，
有 「強行過問別人的事」之意。世界災難
無日無之，站在人道立場，無分地域、種
族，受災非常嚴重的地方，總會接受其他
地方的專業幫助。何況內地與香港本是同
根生，代表中央駐港的人員即時表示對港
作技術上的支援，是出於關心，合情合理
。簡單如路上發生意外，途人經過，好心
問受創人士：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完
全出於關懷一樣。如果不必幫忙，大可說
： 「我自己處理得了」之餘，還應加一句
： 「謝謝」。不必幫忙也就好了，誰會強
行對受創者做些什麼？可見這名記者（其
實還有不少沆瀣一氣的記者和評論員）無
知無禮到了什麼程度。

國際間的救災援助，如果外來援助隊
指手畫腳，要當地援助隊聽他們指揮，這
就有 「強行」意味，才叫做 「干預」。但
從來跨地域的救災援助，外來援助隊因不

熟悉受災地方的環境、情況，只會配合當地救援隊
，自己做副手，不會強行做些什麼，否則只會誤了
救災大事。

建議當局，如果再有記者問這樣的無知無
禮問題，應該直斥其非。自信來自先做好自己
，如果問心無愧，處處為民，多幾個像林鄭
月娥 「好打得」的敢言高官，便不會被
人欺負，強勢自然屬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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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立法會會期開始前，建制派政團重新整合。由七
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組成的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簡稱
「經民聯」 ）昨日正式成立，一躍成為僅次於民建聯的立會
第二大政團，由來自經濟動力的工業界議員梁君彥擔任主席
，暫時未見有自由黨成員加入。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表示，汲
取上屆 「工專聯」 組織鬆散的教訓，日後成員會更緊密合作
，協助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對政府政策會 「是其是，非其
非」 。

本報記者 戴正言

謝偉銓倡額外印花稅加碼

謝偉銓在行內身經百戰，轉過多份工的他
原來在畢業後即加入政府，曾為地政署的高級
產業測量師，工作十二年後轉戰商界，在置地
、英皇集團等私人公司服務，後出任恒基地產營
業部總經理，去年自己開辦公司，為從政做好
準備。他有感這一代年輕人，不及當年較多向上
流動的機會，希望政府多關顧他們。

謝偉銓畢業於香港理工學院測量系，後加
入當時香港政府工務局任職見習產業測量師，
並出任多個職位約近十二年，離職時為高級產
業測量師。其後先後在香港置地物業有限公司
、卓德測計師有限公司、香港英皇集團、市區
重建局、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恒基陽光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爪哇集團等出任高職，現為
誌星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董事。

謝偉銓憶述當年離開政府的原因，是覺得

工作性質只是按本子辦事，但求無過，挑戰性
不大，所以毅然離開，其後他再到市建局工作
，當上物業總監一職，但又覺得工作難以發揮
，最終選擇在英資大機構工作，又輾轉替恒基
地產打工。由打工到從政，謝偉銓希望為社會
作出更大的貢獻。

談及年輕人問題，謝偉銓認為，九七金融
風暴後，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不及以前，業
界和政府必須要好好思考，如何製造更多就業
機會給下一代，為業界 「弄大個餅」。他又指
「大市場、小政府」已經不合時宜，如果市場

運作不好，政府一定要有適度的干預和介入，
例如在開拓內地市場要積極做些功夫，為業界
爭取更多發展機會，但最早打入內地市場的測
量行業，在CEPA優惠政策下卻受惠不多，這
個問題值得深思。

【本報訊】新民黨於剛過去的周六、日在屯門黃
金海岸酒店舉行集思營，檢討立法會選舉結果、分析
對未來選舉的部署和方向，會上討論如何進一步招募
黨員、增加支持者、加強政策研究工作、善用傳統和
網上媒體等。出席集思營的包括：主席葉劉淑儀、執
行副主席田北辰、新任副主席鄭承隆、秘書處行政總
裁余衍深，以及三十多名中央委員、青年委員和職
員。

在討論環節中，成員一同參與玩集體遊戲，包括
「解人結」，眾人交疊雙手互相手拖手後，合力將
「結」解開。葉劉淑儀笑稱，這是她第一次玩 「解人

結」，原來比想像中難，要很有耐性。田北辰說：
「我們開會討論時全都能夠侃侃而談，想不到一個遊

戲卻顯出我們 『雞手鴨腳』！看來我們除了認真做實
事，平日也要多遊戲。」

據新民黨中人表示，總結立法會選舉的經驗，發
現黨主席葉劉淑儀吸到不少反對派的中產支持者票，
反而新的建制票不多，而她與自由黨的劉健儀票源亦
十分相近，反映不少人選擇了非建制和非反對派的中
間路線；至於新界西就缺乏商人背景的候選人，成為
該黨副主席田北辰當選的關鍵。該人士又指出，未來
新民黨會積極在黨內發掘有潛質、願意服務地區的新
人，希望在議席和人口較多的新界東擴展地區服務。

【本報訊】記者朱晉科報道：新一屆立法會下周三開鑼
，頭等大事非選出大會主席莫屬。已報名參選主席的民建聯
曾鈺成和公民黨梁家傑，今日將在立法會接受議員的質詢。
另外，七十位議員亦會在周三宣誓，按照往屆經驗，社民連
和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議員勢必 「玩嘢」，在誓詞上搞小
動作博出位。

民建聯曾鈺成參選立法會時已表明力爭連任大會主席，
公民黨梁家傑則代表反對派擺出挑戰姿態，但由於反對派在
立法會只有二十七票，因此梁家傑基本上 「打定輸數」，曾
鈺成可望順利連任。立法會秘書處已安排兩人今日在立法會
接受議員的質詢，然後在周三首場立法會大會未正式開會前
進行選舉。

周三立法會大會另一焦點是七十位候任議員宣讀上任誓
詞，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立法會議員就職時必須
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但往屆
立法會屢有激進反對派議員宣誓時 「玩嘢」，令莊嚴的宣誓
儀式，淪為個人表演場地。

今屆立法會激進派議員有增無減，社民連梁國雄，以及
人民力量黃毓民、陳偉業和陳志全勢必做好準備，在宣誓時
又 「玩花樣」，陳志全早前在立法會綵排宣誓時已揚言，他
和黃毓民和陳偉業各有各風格，未必以統一方式宣誓。

立會主席兩參選人
今接受議員質詢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昨日宣布成立。圖為（左起）張華峰、劉皇發、梁君彥、林健
鋒、梁美芬及盧偉國六名聯盟成員一起會見記者

促政府助年輕人向上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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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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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新動力

新民黨集思營勤練解結

上屆由經濟動力、自由黨和專業會議組成的工
商專業聯盟正式瓦解，部分成員並重新組織 「香港
經濟民生聯盟」。經民聯成員包括七名建制派立法
會議員，由工業界梁君彥擔任主席，鄉議局主席劉
皇發擔任名譽主席，商界的林健鋒及金融服務界的
張華峰則出任副主席，地產及建築界的石禮謙擔任
秘書長，成員還包括工程界盧偉國和經直選產生的
西九新動力梁美芬。

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說，組成聯盟的七位議員來
自工商界和專業界，背景相若，理念相近，過往亦
有不錯的合作經驗，因此一拍即合。 「我和林健鋒
負責聯絡，發叔（劉皇發）唔使講啦，一直與我們
緊密（合作），梁美芬和石禮謙早於工專聯已經合
作，盧偉國與我認識二十多年，在工業總會共事多
年，他和林健鋒一樣曾獲青年工業家，而張華峰也
一直與經濟動力有很緊密聯繫。」

定每周開會尋投票共識
當被問及有否或是否準備邀請前盟友自由黨加

入，梁君彥並無正面回應，他稱經民聯稍後會與其
他各黨派議員和社會各界人士溝通和發出邀請，尋
求合作空間。梁君彥又指出，上屆與自由黨合組的

工專聯組織過於鬆散，合作上有困難，並暗指上屆
有盟友缺乏溝通， 「臨時臨急打電話來叫你支持」
。他希望新聯盟成員的合作更緊密團結，計劃每星
期就重要議題開會討論，雖不會硬性規定七人要
「捆綁」投票，但會努力尋求共識。林健鋒更稱，

七人均會以聯盟的身份在立會發言和工作。
經民聯在立法會暫時有七席，超越具六席的工

聯會，成為僅次於民建聯的立會第二大勢力。梁君
彥說，聯盟口號為 「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
」，並有團隊為各議員提供政策研究，他們會以
「是其是，非其非」的理性態度監察政府施政，為

中產和中小企發聲。梁君彥續稱，會珍惜這七票的
優勢，與其他黨派合作推動有利香港的議案和政策
，並積極培養政治人才，參加日後的選舉。

積極為中產中小企發聲
對於普選特首和立法會，以及功能組別存廢的

議題，梁君彥稱，他們會先聽各界意見，商討時不
會預設任何立場和底線，並建議應用兩至三年的時
間，先處理好二○一七特首普選，再處理二○二○
立法會普選問題，希望找到一個中間方案，令各黨
派和各界市民都能夠接受。

▲ 謝偉銓建議將額外
印花稅的年期及稅率
「加碼」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

（左起）鄭承隆、葉劉淑
儀及田北辰三名新民黨領導
層在集思營上

▲新民黨成員玩 「解人
結」 時雖然顯得 「雞手
鴨腳」 ，但卻加強了團
隊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