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局長不信任動議被否決
議員批反對派對人不對事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四A13港聞責任編輯：蔡向陽

花絮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終審法院前日駁回
在行政長官選舉中落敗的民主黨何俊仁，就行政長官
梁振英大宅僭建提出的選舉呈請上訴申請，但民主黨
不服輸，昨日去信特首辦，要求梁振英及相關部門到
立法會交代事件。多名議員認為，梁振英有必要在司
法程序完結後向公眾交代事件，但未必一定要到立法
會交代。

民主黨昨日向立法會主席提出，並去信特首辦，
要求梁振英及有關其大宅僭建事宜的調查部門，到立
法會交代事件。民主黨代主席劉慧卿表示，司法程序
已經完結，梁振英應該開誠布公，向立法會和公眾交
代。

梁振英早前曾承諾，待官司完結後會作出交代，
多名議員均認為梁振英應及早向公眾交代，但交代的
方式則可由他自行決定。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

主席葉劉淑儀透露，特首辦向她表示，仍在跟進一些
法律問題及研究有關判詞，她希望特首辦盡快交代，
釋除公眾疑慮，至於用什麼方式交代，應由梁振英決
定。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認為，終審法院就特首
選舉呈請申請作出裁決後，梁振英應該盡快交代僭建
事件，但並非一有判決就要立即交代事件，應該給予對
方一定的時間。葉國謙希望梁振英能夠在一星期內交
代，令市民對事件有清晰了解。工聯會的王國興則表
示，梁振英有權研究判詞後再跟進，但希望梁振英在
交代事件時可以一次過全盤講清楚，以釋除公眾疑慮
，提升政府的認受性及誠信。而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
俊亦認為，梁振英應盡快交代大宅僭建事件。他表示
，自由黨昨日早上就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與梁振
英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見面時，亦反映了有關意見。

【本報訊】政府上月底推出兩大 「辣招」壓抑樓市，但
有議員擔心，買家印花稅會影響中小企以物業作為抵押向銀
行尋求融資。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表示，銀行處理融資申
請時，不會只以單一抵押品的價值作出信貸決定，印花稅是
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政府會密切留意住宅及非住宅物業的
市場走勢，若發現不尋常活動，不排除會加推措施。

張炳良在立法會回應議員口頭質詢時表示，增加 「額外
印花稅」會進一步增加投機成本，短炒交易在措施公布後顯
著減少，實施 「買家印花稅」將減低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
的需求，令住宅物業可優先滿足本地買家的房屋需要。

張炳良指出，上述兩項措施是針對目前住宅供應偏緊和
樓市高度亢奮的情況，以管理需求以及進一步打擊炒賣着手
，令本港物業市場可以健康平穩地發展，減低樓市泡沫風險
，維持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認為措施不會影響中
小型企業向銀行融資。

不過，提出動議的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認為，若香
港註冊公司向政府申請豁免徵稅，政府可要求其全部股東和
董事以法定聲明確認所有股東是實益持有股份，而不是以信
託形式代他人持有，政府亦可加上條款，指令公司如獲得豁
免，其全部股東不得在若干年內作出任何股份轉讓。張炳良
回應表示，若豁免部分公司，將會產生政策漏洞，令稅項建
議不能起成效。

亦有議員關注，政府推出遏抑樓市炒賣措施後，會令資
金流向車位、的士牌及商舖。張炳良表示，由於本港並沒有
對資金進出作出限制，不可能估計或預測資金進出流向的情
況。

強積金降收費建議月底公布
【本報訊】署理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梁鳳儀透露，預

計積金局會在本月底公布研究降低強積金計劃收費的顧問報
告及建議。

在昨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有議員關注現行的強積金制度
能否為打工仔提供保障。工聯會的黃國健認為，應取消強積
金對沖機制。民建聯譚耀宗建議，為收費設立法定上限。

梁鳳儀承認，現時本港強積金收費情況不理想。她透露
，積金局已聘請顧問就強積金收費作詳細研究，研究報告將
會月底前公布，顧問會就有關問題提出減低收費水平的建議
，積金局亦會在過去數月的研究基礎上，提出改革方向的建
議，在建議公布後，政府會詳細考慮及作出回應。

【本報訊】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本周五再舉行三節會
議，繼續審議政府提出的25億7520萬元用以推出長者
生活津貼的撥款申請。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昨在立
法會回應議員口頭質詢時，再次呼籲財委會盡快通過有
關撥款申請，紓緩低收入長者的困境。

財委會本周五的會議，除繼續審議政府就長者生活
津貼提出的25億7520萬元撥款申請外，亦要審議因應
推行長者生活津貼，加開共 90 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
的撥款申請。此外，財委會委員亦會審議2012/13年度
司法人員薪酬調整的撥款申請。不過，由於反對派已揚
言會提大量修訂阻礙撥款審議進度，即使財委會不斷
「加班」，本周亦未必能通過撥款。

張建宗近日不斷游說各政黨團體，支持政府撥款申
請。他昨日回應議員提出有關全民退休保障的質詢時，
再次呼籲議員支持撥款申請。張建宗表示，本屆政府關
注退休保障問題，在扶貧委員會轄下設立專責小組重點
看社會保障及退保保障，而中策組的研究則重點看現有
三條退休支柱的可持續性，而財委會盡快通過有關撥款
申請，亦有助紓緩低收入長者的困境。

政府不排除研全民退保
至於會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張建宗表示，政府並

無排除研究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但由於有關議題複
雜及具爭議性，社會對當中的細節，如公款問題，至今
仍未有共識，故政府會持開放態度，吸納民間智慧，開

放探討任何可行性。
另外，工聯會的陳婉嫻昨日在立法會提出動議辯論

紓解貧窮議案，促請扶貧委員會盡早設立貧窮線，新增
就業生活補貼，支援在職貧窮人士檢討綜援，以及研究
開徵資產增值稅和累進式利得稅。議案經輕微修訂後在
晚上獲得通過。

張建宗表示，扶貧是今屆政府施政重點，而發展經
濟及扶貧並不互相矛盾對立，政府已宣布成立扶貧委員
會，將全面檢視貧窮成因，並會訂立貧窮線。

【本報訊】新界社團聯會
20 多名代表昨日向立法會議員
遞交請願信，希望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能及早通過長者生活津貼的
撥款。

新社聯理事長陳勇表示，行
政長官梁振英在今年 7 月 16 日
公布推出長者生活津貼方案，為
本港 65 歲或以上有經濟困難的
長者提供支援，建議受到社會的
普遍歡迎，也有不少長者反映希
望能盡快落實，以解決生活困難
。但某些政團利用拉布手段去阻
撓撥款通過，這種行為既欠缺政
治道德，也浪費不少社會和立法
會資源，對急需經濟援助的 40
萬名長者不公平。

先通過後檢討
新社聯對長者生活津貼的建

議內容也有不滿，指出資產限額
定得太低，但鑑於現時百物騰貴
，有經濟困難的長者苦上加苦，
如立法會一直糾纏不休，數十萬
名長者的利益將會受損。新社聯
因此強烈呼籲立法會在明日的財
務委員會會議上先通過撥款，讓
有需要的長者及早受益，政府也
應在實施措施後一年再作檢討，
以完善這項利民的政策。

葉國謙希望一周內回應

議員促特首交代僭建事件

【本報訊】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昨通過廉
政公署開設一個助理處長職位的申請，以應付調查前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及新地高層涉嫌貪污舞弊案的 「硬
仗」。律政司刑事檢控科亦獲同意開設一個副首席政
府律師的編外職位，以處理許仕仁案。涉及總開支超
過三千萬元。

廉政專員白韞六昨日表示，現時廉署執行處四位
助理處長的工作範疇和工作量已非常繁重，如果要他

們兼顧許仕仁案特別職務組的指揮工作，並不可行，
亦必定會嚴重影響部門工作的質素和效率。廉署因此
向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申請開設多一個助理處
長職位，由下月 12 日起，任期 30 個月，年薪約 160
萬。

有議員擔心，許仕仁案案情複雜，30 個月任期
未必足夠，又問及前行政長官曾蔭權亦有機會被廉署
調查，是否同樣需要加開職位。白韞六回應說，廉署

人員有足夠經驗、能力和專業知識處理今次案件，至
於任期問題，有需要時會再向立法會申請。至於其他
案件，他說不作評論，會按當時人手再作評估。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一致同意廉署要求，
亦同意律政司刑事檢控科，開設一個副首席政府律師
的編外職位，處理許仕仁及新地涉嫌貪污案，職位任
期由下月 18 日開始，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年薪約
160萬元。

刑事檢控專員薛偉成表示，由於案件複雜有難度
，需要增設職位處理，負責的工作包括申請撥款、聯
絡專家證人等多方面。兩個部門同時獲准增聘多幾個
相關職位，涉及總開支超過三千萬元。

【本報訊】自由黨代表昨日與特首梁振英會面，並就明
年一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內容向特首提交五個範疇共五十八項
建議，建議政府利用外匯儲備的收益，於三個層面回饋社會
，包括支持中產、扶貧及投資未來。自由黨又特別建議政府
檢討綜援制度，避免遭到濫用。

為減低中產負擔，自由黨提出多項建議，包括退還薪俸
稅，向納稅人退還薪俸稅75%，上限為2萬元，以及建議繼
續減免全年差餉，每戶每季上限應增至5000元。

有鑒於目前香港商業土地不足，導致租金飆升，自由黨
建議政府必須加快推出更多商業用地，以遏抑商舖租金飆升
。建議包括盡快將核心地區政府部門遷到偏遠地區，可騰空
市區寶貴土地，亦可藉部門搬遷帶動地區經濟，幫助全港中
小企。

投資未來方面，自由黨表示現時不少行業均出現嚴重人
手短缺情況，政府必須正視問題，着力研究解決辦法，包括
整合各項人力培訓資源，增加其實用性和改善人力資源錯配
， 「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的現象；並認為最低工資時
薪不應大幅調升，以減低對中小企的衝擊。

促改革綜援制度
另外，自由黨提出改革綜援制度，研究為失業綜援設定

最長領取年期限制，最長不可多於兩年，避免有能力工作的
人長期倚賴納稅人。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表示，感到現時
綜援制度有被濫用的情況，已在會上向特首提出有關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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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明再審議長者津貼

廉署增設助理處長查新地案

兩辣招減樓市泡沫風險
張炳良稱無礙企業融資

▶葉國謙認
為，梁振英
應該盡快交
代僭建事件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自由黨四成員昨會特首，提出數十項施政報告建議。
左起：鍾國斌、方剛、田北俊及易志明

本報記者林少權攝

問責團隊現身撐陳吳
昨日立法會辯論人

民力量黃毓民提出的對
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和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的不信

任動議，會議議程上寫明是政務司司長、陳茂
波和吳克儉出席，由於林鄭月娥出訪英國，由
署理政務司司長曾德成代為發言。不過，在動
議即將表決之時，記者卻發現幾乎所有在香港
的司、局長，包括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和律政司
司長袁國強等全部齊集立法會，以示對陳茂波
和吳克儉的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競選時用
「齊心」做口號，其上任之後問責團隊也貫徹

這一齊心精神。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更是帶傷上陣，

原來張炳良上周四跌傷右手，掉了好大一塊皮
。見到局長受傷，同事們當然都紛紛送上問候
，CY當然也有關心他的傷勢了。

陳志全大花筒選舉開支勁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今年9月立法會選舉的參

選人已完成申報選舉開支。根據他們向選舉事務處遞交的申
報資料，發現人民力量幾位參選人包括現任立法會議員陳志
全在選舉期間，均接受不同團體的大額捐款。

陳志全在選舉期間共用了243萬9808元，比一般地區直
選議員花費多達近倍，堪稱 「大花筒」。在他接受的捐款中
，選民力量捐了近220萬，佔其選舉開支90%。而劉嘉鴻選
舉期間花了173萬9396元，選民力量亦捐了超過150萬。另
一位人力九龍東參選人黃洋達，在其獲捐贈的124萬中，有
近120萬是來自 「普羅政治學苑」。而社民連九龍東參選人
陶君行亦接受了鄭經翰10萬元現金捐獻，可見兩者關係匪
淺。

議案最終在分組點票下，以總票數29票贊成、35票
反對和無人棄權下被否決。保險界的陳健波指出，現時
議會內出現對人不對事的情況， 「有一日有雀仔在政府
總部飛過，都會被人用大炮射下。」體育、演藝、文化
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表示，陳、吳二人的表現即使與公
眾期望有落差，但絕不致於要人頭落地， 「即使做忠誠
的反對派，都要理性議事，督促政府做事。」

民建聯的葉國謙認為，陳茂波酒後駕駛之後，已主
動要求警方調查，議員不應未審先判，更不應只憑臆測
和謾罵去批評官員。他又指出，國教風波已經告一段落
，反對派議員提出不信任動議，只想打擊政府施政。新
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有朋友向她說，看到陳茂波飲
了少量酒後才駕駛，相信他並沒有醉。

陳茂波：下半生服務社會
陳茂波重申，景捷在樓宇買賣有向政府報稅，並在

收回物業後聘認可人士處理有關清拆和維修工程，不存
在不了了之。他指， 「大聲不等於有道理，有時反而是
詞窮理屈、胡亂指控的表現」，憑猜測性的報道或評論
對別人提出誠信的指控，是不負責任的。

他強調，酒後駕駛與醉駕是兩回事，不可以混為一
談，但事後有深切反省。他並談及就任局長後的感受，
指過去十多年前已淡出生意，08年進入議會後更把會計
師事務所與他人合併， 「我的人生下半場，是以服務社
會為主軸。」他又表示，深切體會到問責官員在公在私
都會受到監察，他會虛心聆聽，全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希望公眾多關心他們的政策工作。

吳克儉：國教非政治任務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他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時，不斷與持份者溝通，並落實措施回應， 「雖然很多
人說我 『龜縮』，但以我理解，在那段時間，我 『出鏡
』的次數相當高。」他重申，政府從來沒有 「硬推」的
意圖，亦沒有人向他說國教科是政治任務，而他向政務
司司長林鄭月娥致歉，並感謝對方給予支持，認為今次
是 「經一事、長一智」，未來會加強與業界的溝通。

署理政務司司長曾德成表示，立法會在現在未有充
分根據就提出不信任動議，是有欠公允亦並不合適，指
主要官員在接受任命前都經過詳細的品格審查，並作利
益申報，受到公眾的監察。

他讚揚二人承受了很大壓力，但仍盡忠職守，實在
值得更公道的評價，並承諾政府將繼續以實際行動，贏
取市民更大信任。

▲多位司局長齊到立會，為陳茂波（右二）和吳克
儉（左一）打氣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反對派為打擊政府威信，於立法會向發
展局局長陳茂波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出不
信任動議，但該動議最終被否決。多個建制
派議員表示，反對派是未審先判，並且對人
不對事，只是想打擊政府施政。陳茂波指出
，他在一連串事件後有深切反省，而他人生
下半場會以服務社會為主軸，未來會虛心聆
聽；吳克儉表示，並沒有 「龜縮」 ，但會
「經一事、長一智」 。

本報記者 戴正言

昨會晤特首 倡續免差餉
自由黨提58項施政建議

◀政府早前
推出兩辣招
壓樓市，張
炳良指措施
不影響中小
企以物業作
為抵押向銀
行尋求融資
本報記者
麥潤田攝

▲新界社團聯會示威促請立會及早通過長者生活津
貼撥款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