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將於明日宣誓，同日並會選出立法會主席，預料民建聯的曾鈺成極大
機會連任。他昨日於主席選舉論壇上表示，自己一直按基本法和議事規則行使主席的職權，
從沒因為他的政治立場影響裁決的公正性，亦沒有剝奪議員的發言權利。他質疑對手公民黨
梁家傑提出寬鬆處理議員的發言，擔心梁會用灰色地帶扭曲議事規則，亦有議員認為，梁家
傑在選舉時曾辱罵其他議員，公正性成疑。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曾鈺成：從不因立場損公正
一直按規則行使立會主席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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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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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和律政司昨日向高院撤回有
關特首選舉呈請時限的上訴，希望直接就訟費問題開審，雙
方都未解釋撤回的原因。

高院早前裁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中規定選舉呈請
須在選舉結果公布後七日內提出是違憲，梁振英和律政司不
服，提出上訴，案件昨日開審，雙方原定會向法院申請上訴
許可，但梁振英和律政司的代表律師，於庭上表示撤回申請
，但沒有解釋撤回原因。代表梁振英的資深大律師認為，七
日後可以直接就案件涉及的訟費問題開審。

另一方面，高院已於上周拒絕了何俊仁就梁振英大宅僭
建問題所提出的選舉呈請。代表何俊仁的資深大律師表示，
何俊仁正在考慮是否就裁決提出上訴，希望訟費問題可押後
再審。最後法官同意押後二十八日再處理。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至昨日已經一百
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示，梁振英施政困難
，部分是先天制度導致，因為特首本身沒有班底，亦
沒有政黨支持，而且很多社會問題都是長期累積。她
提到，近日部分市民對內地人出現負面情緒，政府需
要處理，但當局實際上已在做相應工作，例如叫停
「雙非」、暫緩 「一簽多行」以及推出 「港人港地」

措施等。
李慧琼昨日接受一個電台訪問時表示，梁振英上

任後施政困難，舉步維艱，原因包括先天的制度導致

， 「這是香港的獨有政治體制，行政機關有權無票，
立法機關有票無權，行政立法幾乎是完全分開的。」
她續指，梁振英上場就是單人匹馬，既無班底，又無
政黨支持。幾任特首中，前特首曾蔭權的工作相對會
容易一些，因為他出身公務員，得到公務員支持。李
慧琼續指，特首選舉期間，一輪負面的新聞報道，令
梁振英未上任的民望已不是很高。

李慧琼又認為，梁振英的民望低，還與社會上長
期積累的問題有關，包括高樓價、高租金及貧窮問題
。她認為，部分市民對於梁振英不信任，可能因為他

的背景及選舉期間的負面新聞，導致未上任前就有市
民懷疑他帶有 「政治任務」。她形容這樣無根據去評
價梁振英是不公道。

提到對政府的施政建議，李慧琼表示，最近這段
時間，香港與內地交往，市民感覺到有很大壓力和負
面情緒，特區政府要去處理，她看到政府有做相應工
作，包括叫停 「雙非」、叫停 「一簽多行」、處理水
貨客等方面。但李慧琼表示，明白市民擔心本土資源
被分薄，原有生活模式受到影響，但她也強調， 「排
內地」情緒將不利香港發展。

李慧琼指出，梁振英希望做實事，但民望下跌都
是事實。她說，從政者要反省，總結自己做的好與不
好。她認為梁振英是非常勤力的人，希望他可以繼續
聽市民心聲，通過施政報告向市民傳達理念。

【本報訊】據新華社北京消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大會將熱情歡
迎中外記者採訪。

希望採訪十八大的香港特區記者和澳門特區記者，可分
別通過駐港及駐澳的中聯辦提出申請，台灣記者可向國務院
台灣事務辦公室提出申請；外國記者可通過中國駐外使領館
提出申請，外國駐港澳記者可通過中國外交部駐港及駐澳的
特派員公署提出申請，外國駐華記者可通過外交部新聞司提
出申請。香港記者、澳門記者和台灣記者、外國記者在提出
採訪申請時，需持有本人所代表的新聞機構委託書或確認本
人是新聞記者身份的有效證件。受理採訪申請的時間自二○
一二年十月九日起，到二○一二年十一月二日止。

據了解，為便於中外記者採訪大會，十八大期間將在北
京設立大會新聞中心。新聞中心將負責接待前來採訪十八大
的中外記者，組織大會新聞發布會和記者招待會，安排中外
記者採訪十八大有關活動，為記者的採訪報道提供便利的信
息服務和必要的技術保障。

十八大今起接受採訪申請

律政司撤選舉呈請時限上訴

李慧琼：先天制度致施政困難

張華峰憂證券業被邊緣化

重申力爭佣金兩級制
張華峰在當選立法會議員後，多次表明要動議設

立證券業佣金兩級制，改變現時業界因 「低價割喉戰
」而帶來的艱難處境。不過他未有直接回應推出動議
的時間表，並坦言與政府達成一致 「有難度」。

張華峰表示，此次希望通過競選立法會，以高層
次的形式向政府表達設立佣金兩級制的意願。他表示

，未正式上任時就曾與政府高官如財經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等傾談，他認為除非政府仍有官

僚主義弊病，否則沒有理由拒絕設立佣金
兩級制。

張華峰坦言，由於現時與政府的
談話沒有清晰方向，故而要達成一

致並真正推出
佣金兩級制，
是 「有難度」
。在爭取方式
上，他表示不
想有激烈的行
為，但也不能

全無戰鬥力。此外，本港市場除券商外，銀行也推出
「五年免佣」搶客，他對此回應指，參照美國等發達

國家制度，銀行的證券部門，應當與其他券商一同受
證監會監管，這樣會比較公平。而如今，本港銀行旗
下的證券部，由金管局監管。

本地證券商因佣金割喉戰幾乎賠本經營，又面對
外資大行和中資證券商的競爭，被問及出路何在，張
華峰認為一是加快進入內地市場，二是加快合併減低
經營成本。近年中資證券商加快拓展海外市場，並多
有在本港尋求併購。他相信，本地華資證券商將來的
發展空間會越來越小，惟有尋求合併減少經營成本，
並通過合作，增強資本和人才儲備。

不過，對於中資券商在本港市場的份額越來越大
，他認為是一件 「好事」。他解釋，因為中資券商會
通過 IPO 和港股 ETF 等業務，將更多內地客戶帶入
本港市場，不僅帶來更多商機，而且中資券商資金雄
厚，可使外資大行霸權逐漸攤薄，競爭環境更公平。

對於本地證券商拓展內地業務的商機，他認為總
體市場的趨勢是多元化、國際化和電腦化。

【本報訊】記者宋佩瑜、
劉靜遠報道：金融服務界立法
會議員張華峰日前正式加入新
成立的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

政團，他接受專訪時表示，獨立議員很難單打獨鬥，
考慮到經民聯的一班議員理念跟自己較接近，所以希
望日後與其他議員多合作。上任後，他會立即向政府
「追債」，要求當局重視證券市場發展。

進議事堂會做好本分
在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中，張華峰以六票之微贏

了港交所非執行董事李君豪，張華峰形容，是 「小經
紀戰勝大行」。談及與有 「潮州怒漢」之稱的上任金
融服務界議員詹培忠比較，自己的風格有何不同時，
他則笑稱： 「我無佢咁有 『吉士』或者口才咁好，但
我會實實在在做好本分。」

張華峰認為，獨立議員很難單打獨鬥， 「政治係
講實力嘅，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支援，也難得到政府重
視。」在考慮到經民聯成員理念跟自己接近下，他希
望透過加入該組織，一同促進香
港繁榮安定。

談及未來經濟的發展，張華峰表示，目前歐美經
濟不穩，貨幣貶值，通脹加劇，香港隨時會遇到外來
的衝擊。他提醒小市民要留意股市或時有反覆。他說
，經濟不穩的大環境下，相信較多人會投資地產、黃
金、貴金屬等較保值的東西。 「但我覺得香港市民好
叻，就算散戶都有好高水平，但要留意風險較大的金
融衍生工具……因為以小博大的，通常十個有九個都
輸，莊家最着數。」

政府早前宣布成立金融發展局籌備小組，由史美
倫擔任主席，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張華峰指，就任立法會議員後，他會立即向政府
「追債」，要求當局重視證券市場發展， 「政府講來

講去都係得理念、架構，（金融發展局）入面除咗證
券範疇，還有銀行、保險、財務、基金管理等，所以
我哋業界只係其中一部分，我擔心到時證券角色會被

邊緣化。」他又認為，梁振英上場後的確遇到不少壓
力，希望各界給予新一屆政府時間，相信會有成果。

談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會否擔心被同樣朝
這個方向發展的上海趕上時，張華峰認為，兩地發展
各有特色，可以各自走自己的路線，但香港有一定的
優勢，例如經驗多、法制完善、企業管理人才夠專業
等，海外投資者對香港是有較強信心的；相反，內地
經驗、管理、資訊流通、對外聯繫等都較香港輸蝕，
所以短期內難以超越香港。

至於在金融界打滾多年，有什麼投資心得？張華
峰笑稱，經歷太多，對股災已經沒感覺，畢竟股票市
場始終是數字遊戲，如果想投資有回報，建議大家可
以投資一些實物，例如古董、字畫等，這些東西反而
有增值潛力。他又透露，近日會投資四至五間餐廳，
作另類更多元化發展。

立法會尚未正式復會，但在昨日的立法會主席
選舉論壇上，不少連任的立法會議員都先 「熱身」
，向一眾 「新丁」展示功架，當中工業界的林大輝
就與爭取連任主席的曾鈺成來個妙問妙答。至於激
進反對派人民力量的陳志全，就初生之犢不畏虎，
擺明車馬挑戰反對派的公民黨梁家傑，逼至對方口
啞啞。

論壇由民主黨的何俊仁擔任主持人，建制派發
問的議員中以舊議員為主。林大輝笑指，曾鈺成曾
用電郵和短訊向他發出政綱，並承諾與議員保持聯
繫，但自己認為曾鈺成仍不夠勤力， 「但事實上過
去四年你都好少搵我，但都總好過梁家傑，他直情
沒有短訊給我，又沒有電郵給我，我就一定不會選
他，他沒有誠意。他志在做騷，志在表演，都不是
志在贏。」

老練的曾鈺成就輕鬆引述林大輝回覆短訊時表

示，自己是曾鈺成的鐵票，隨即惹來全場大笑。林
大輝表示，自己通常都會對拉票者說支持對方，希
望對方能說服自己為何要支持他。曾鈺成立即幽默
地叫對方一聲 「大輝哥」，指過往一直有聯絡對方
，唯可能未達對方要求。

「慢咇」 令梁家傑啞口
至於人民力量的 「慢咇」陳志全亦有備而來，

質問梁家傑 「泛民」是否包括人民力量。由於人民
力量與反對派早已割裂，梁家傑被殺一個措手不及
，唯有稱是否 「泛民」與他參選主席無關，指可找
其他反對派代表與陳志全溝通。陳志全再追問，要
知道自己是否 「泛民」才能決定手中一票時，梁家
傑即轉移視線，答非所問，表示當選主席後會中止
與公民黨的關係，因此議員投票選主席時不用理會
是否屬 「泛民」成員。

大輝鈺成妙語連珠特稿

在選舉論壇開始前，一眾出席的議員先為南丫島
海難事件中的遇難者默哀。論壇上，議員的焦點都集
中在曾鈺成過去四年的表現，一眾反對派議員就重提
今年中的 「拉布」事件，質疑曾鈺成當時以議事規則
第九十二條 「剪布」的決定。曾鈺成表示，他考慮到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三名議員重複發言二十多次，於是
決定 「剪布」，他認為此舉沒有剝奪議員的發言權
利。

強調主席要維護議會運作
曾鈺成強調，他一直按基本法和議事規則行使主

席的職權， 「立法會主席一定要行使基本法所規定的
職權，不單是權力，亦有責任維持議會的有效運作。
」曾鈺成解釋，自己是按議事規則逐條審批，並非按
個人喜惡，因此他仍會照樣批准 「拉布」的千多條修
訂案，但認為議事規則未有列明處理 「拉布」的方法
，因此他不能承諾不再用第九十二條 「剪布」。

公民黨的梁家傑就代表反對派參選主席職位，他
推銷其自訂的 「主席原則」，聲稱若當選會恪守所謂
的 「兩寬三嚴」原則，包括
寬鬆處理議員的發言和法案
，並嚴格約束主席權力，捍
衛議會尊嚴，以及嚴格要求
政府向立法會問責。他更揚
言，既然議事規則沒有規定
，會議可永遠停在 「拉布」
階段。

曾鈺成質疑，梁家傑因

不滿現時的政治制度，利用議事規則的灰色地帶，自
行決定寬緊程度是十分危險， 「就由你扭曲議事規則
，來遷就你認為應該讓哪些人多點發言。」他解釋，
自己過去四年主持會議的確有引起爭議的地方，有議
員質疑他過於嚴格，亦有議員認為他過於寬鬆，但他
從來沒有因為政治立場影響裁決的公正性，重申自己
的三不承諾，即不參與議會表決、不公開就議員表決
的議題發表意見、不參加民建聯的黨團活動。他又提
到，若有重大事件非要他表態不可，他亦會先辭職再
作表決。

梁家傑竟稱可永遠「拉布」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 「拉布」癱瘓立法會，

引來社會的反對聲音，質疑梁家傑提出 「兩寬三嚴」
的做法與社會看法背道而馳。該黨的陳鑑林亦批評梁
家傑不尊重議員，在選舉時以卑鄙的態度指謝偉俊是
「低B的議員」， 「你戴着有色眼鏡入議會，你如何

做主席，如何公正做主席？」梁家傑就稱，有關的言
論自有公論，他的說話不存在有偏頗的看法。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立法會明日會選出立法會
主席、內務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建制派本與反
對派協調，讓出內會副主席一職予反對派，但表明不接受包
括工黨何秀蘭在內的部分人選。由於反對派不滿有關安排，
強行選擇由公民黨的湯家驊與何秀蘭輪流任副主席，因此建
制派表示，有意在何秀蘭參選副主席時派人狙擊。

除了內會和財會外，立法會下周二亦會選出各事務委員
會的正副主席，按以往慣例，建制派和反對派都會協調人選
。不過，反對派昨舉行飯盒會，民主黨的劉慧卿會後表示，
不滿建制派點名不接受工黨李卓人、何秀蘭，以及人民力量
黃毓民、陳偉業等人選，因此經反對派協調後，決定派湯家
驊競選首兩年的內會副主席，而何秀蘭則接棒出任餘下兩
年。

有建制派中人表示，湯家驊是可接受人選，但不會接受
何秀蘭，因此反對派若派她出戰，建制派會另安排人選挑戰
。由於建制派人數佔優，若果建制派執意不放行，反對派極
可能失落副主席一職。另外，雙方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
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以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輪任主席
的安排上未有共識，因此協調空間不大，相信將會各自派人
硬碰。

▲曾鈺成（左）及梁家傑（右）昨日先後在競選立法會主席的論壇上發言。中為論壇主持人何俊仁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在選舉論壇開始前，一
眾議員為海難的遇難者默
哀

本報記者蔡文豪攝

▶張華峰要求
當局重視證券
市場發展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建制派反對派協調無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