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將第四度審議
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社民連梁國雄和工黨
張超雄聯手提出110條動議「拉布」。梁國
雄所提出的100條動議更是玩無聊的 「數
字遊戲」 ，從要求政府就長津調整修訂一
年檢討一次至十次，一直數到十年檢討十
次。在反對派持續 「拉布」 之下，難以預
計長津撥款是否可以在今日完成審議。

本報記者 戴正言

長毛百項無聊修訂阻長津
財委會今再審議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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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文件顯示，財委會主席張宇人已裁定梁國
雄和張超雄提出的議案與審議長者生活津貼撥款的議
程直接相關，並決定審議工作臨近結束時處理該110
項議案。其中梁國雄提出了100項動議，但其動議內
容卻是不斷重複，如第一項動議是：按照財務委員會
會議程序第37A條，本人動議 「政府就長者生活津貼
之金額調整期，每1年檢討1次，並告知本會」，第
二條則改成 「每1年檢討2次」，依次類推，到第十
條變成 「每1年檢討10次」，此後又開始每2年檢討
1次至10次的循環，直到第100條動議，是 「每10年
檢討 10 次」。只改動幾個數字就變出 100 條動議，
號稱要全力爭取全民退保的 「長毛」實在 「慳水慳力
」。

以 「數字遊戲」 拉布
至於張超雄的 10 項動議，則是重複反對派在早

前的財委會會議上多次提出的 「全民養老金」、資產
申報細節和追溯期等問題。但根據議事規則，議員可
以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在財委會就撥款建議提出動
議，因此，反對派或提出更多動議。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無法預計今日是否能夠

完成長津審議工作，他指出，根據過往經驗，兩個小
時的時間可以處理七十條動議，今日的財委會共有三
節，六小時的時間，不知是否可以處理完所有動議。
譚耀宗又指，由於下周五將召開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如果今日不能通過長者生活津貼撥款，財委會要再
就此進行審議，就要等到11月30日。

或再少收一個月津貼
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指出，社會上都不支持 「拉

布」，以前說 「拉布反惡法」，但現在根本沒有人認

為長者生活津貼是惡法，各界都希望立法會能夠盡早
通過撥款。

財委會自10月26日開始審議長津撥款，但當日
會議通過終止待續議案，長津撥款延至10月31日的
財委會特別會議再審議，但又因反對派以車輪戰提問
「拉布」未獲通過。按政府方案，長津在哪個月份通

過，就只會追溯至該月份，因此10月31日晚未能通
過，四十萬長者便失去十月份的二千二百元津貼。如
果反對派繼續 「拉布」，拖至11月30日的財委會長
津都未能通過，40萬長者或再少收一個月津貼。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特首梁振英繼續
就施政報告聽取各界人士意見，昨日與三位立法會
議員，保險界陳健波、醫學界梁家騮及建築、測量
及都市規劃界謝偉銓會面。三人就各自界別議題向
梁振英建議，其中謝偉銓建議提高新界及九龍區的
土地地積比，可以令更多住宅單位落成。

特首晤議員聽意見
三人在與梁振英會議後會見傳媒，謝偉銓表示

在會上主要提出建議解決房屋及土地供應問題。他
主張在不影響周邊環境下，彈性提升地積比；他特
別提到在新界地區，不少的地積比為一，甚至更低
，在現時土地資源緊絀下，住宅應該要向中密度方
向發展。

至於樓價問題，他認為除了政府出招外，亦要
重新檢視房屋資助政策，現時的置業階梯未必切合
社會需要。他又引述梁振英回應，政府會考慮增加地
積比，亦會進行跨部門研究，加快增加土地供應。

陳健波促請政府盡快提出醫保的詳細方案，並
檢討早前方案所預留的500億承擔額。他認為2015
年正式運用該批承擔額時，可能扣除通脹後剩下三
百多億，不夠計劃使用。他建議政府可將500億承
擔額轉為種子基金，投資生息，亦可避免計劃在運
作二十年、承擔額用完後，計劃無以為繼。他又建

議政府承諾在必要時會繼續為醫保計劃注資，以掃
除計劃不明朗因素。

梁家騮則向政府提出醫管局管治和私人醫療產
業的建議。他說現時醫管局資源分配及人手分配缺
乏透明度，引致不少專科的輪候時間太長。他希望
政府成立審計機制，監管醫管局資源分配；以及成
立多勞多得工時機制，善用私人醫療產業剩餘人手
減輕公營醫療服務壓力。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中文大
學昨邀得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
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
長林毅夫主持 「解讀中國經濟」傑出公開
講座，探討中國過去 32 年的經濟增長奇
迹及剖析背後原因，並探討中國經濟未來
數十年保持經濟增長的挑戰。林毅夫預料
，中國未來20年可維持8%的年均經濟增
長。

中國自 1979 年改革開放後 32 年的年
均經濟增長達 9.9%，2011 年的人均收入
達 5400 美元，可說是世界經濟史的奇迹
。林毅夫分析指，中國的經濟奇迹源於計
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 「雙軌制」經濟
模式，政府一方面補貼是給原來優先發展
的部門、缺乏實力的企業，另一方面是開
放原來抑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
，並允許三資企業、外資企業、民營經濟
進入，因此經濟發展迅速。

料未來20年可 「保八」
林毅夫預料，中國未來 20 年將維持

8%的經濟增長。他引用數據指出，1951
年的日本、1975 年的台灣、1977 年的韓
國的人均收入同為美國的21%，而這些國
家當時起享有歷時 20 年、7.6%至 9.2%的
年均經濟增長。2008 年中國的人均收入
正好是美國的 21%，換言之中國還有 20
年維持 8%的經濟增長潛力。他認為，中

國要確保8%經濟增長，就必要將中國現有的 「雙軌
制」徹底改革為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及妥善處理環
境、社會、政治等問題。

提及中國的地產市場，他指出中國正邁向城市化
，發展地產市場是農村人口移居到城市的必要進程，
但中央政府要小心規劃，避免地產市場過熱引致經濟
泡沫爆破。至於如何解決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他認
為也要依靠完善的市場經濟帶來的持續經濟增長：
「要將餅做大一點，再將這個餅分配得更平均」。

是次講座反應熱烈，港交所主席周松崗、中大校
長沈祖堯等500名中大師生及公眾人士出席，大會於
現場加設的座位亦告爆滿，多人要席地而坐。

【本報訊】正在英國訪問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昨日出席香港貿發局在當地舉行的周年晚宴，並向英
國商界人士闡述本港在經濟發展上的工作，介紹香港
作為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內地的門戶，在跨境基礎設施
及提供專業法律服務方面均有傑出成就。她表示，香
港將繼續加強與國際與內地在商業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完善現有的司法制度和交通設施，發揮紐帶作用。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本港時間11月15日，與
英國貿易及投資國務大臣葛霖勛一同出席香港貿易發
展局周年晚宴，向330餘名賓客發表主題演講，闡述
香港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的最新發展。

獨特位置盡顯優勢
林鄭月娥表示，希望通過介紹香港的專業及法律

服務，突顯香港作為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市場的門
戶作用。她強調，香港地處中國東南端，有 「世界工
廠」之稱的珠三角地區是其直接腹地，這種得天獨厚
的 「位置」是香港最重要的優勢。

林鄭月娥指出，香港之所以與時俱進，很大程度
上得益於跨境基礎設施的發展。除了現行眾多出入口
岸及海陸空設施外，現時香港還有幾個重大基礎設施
均在進行中，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建成
後將令兩地的交通往來更為便利密切。

林鄭月娥亦提到香港政府在新界東北部的發展計
劃，計劃預計2018年完成，屆時將方便100萬跨境旅
客進出香港。航空方面，香港機場管理局計劃擴大中
場範圍，以增加機場的調度及應對能力，計劃於
2020 年完成擴建，她表示，政府從長遠設想出發，
原則上同意香港國際機場興建第三條跑道計劃，以提
高機場最大容量。

林鄭月娥表示，這些正在興建和計劃興建的跨境
基礎設施不僅體現了香港在地理位置上的天然優勢，
更顯示出香港這座城市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力，以及其
以服務業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她指出，最新數據
顯示，約有7,250個海外及內地企業在香港經營業務
，業務範圍遍及亞洲，而其中一半以上以香港為總部
，這表明香港在支持區域商業上的成功。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是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並與
倫敦、紐約一起穩居全球金融中心的前三甲。 「一國
兩制」的原則賦予香港成為中國內地通向世界的大門
之機會，她表示，在此制度下，香港保持自己的貨幣
，有自己的普通法法律，資金、信息和自由度，這些
因素有助於香港發展商業活動。

介紹香港法律服務
林鄭月娥在晚宴中特別介紹了香港的法律服務，

她表示，香港的法律在解決亞太區域爭端上，處於領
導位置。取得這樣的成績，基於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專
業知識，同時也離不開北京中央政府對香港處理跨境
法律問題時的全力支持。她認為，香港150年來繼承
自英國的普通法是法律框架的根源，直到 1997 年回
歸中國，普通法依然保持，亦成為中國唯一奉行普通
法的城市，並且在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原則下
，適宜地體現了基本法的精神和內容。香港的司法機
構因其質量、獨立和對法律的尊重而獲得了良好的聲
譽。

林鄭月娥就細節問題詳細做了介紹，她表示，香
港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司法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
了貿易的障礙，並且有助於思想和知識的交流，給人們
帶來機遇，在增進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提高行業標準。

林鄭月娥亦介紹了中央的前海規劃，促進實現兩
地在服務行業的交流與合作，特別是在金融服務方面
，香港的全球 24 小時服務周期是重要的戰略優勢。
隨着人民幣的國際化，香港獲得新的財政機會，如發
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她說， 「近年來，我們抓住
了一個機會，在成功推出離岸人民幣銀行業務，人民
幣債券和人民幣貿易結算。」她表示，香港將繼續在
各個領域加強與國際及內地的交流與合作，並且在制
度方面配合內地，更好地發揮門戶作用。

林鄭訪英 推介港營商環境

何燕飛任中策組全職顧問
【本報訊】特區政府昨日宣布委任何燕飛為中央政策組

全職顧問。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對任命感到高興，他
深信何燕飛的經驗和專業知識，會為中央政策組的工作帶來
莫大裨益。

據介紹，何燕飛是一位資深的經濟和金融專才，曾任職
公 營 及 私 營 機 構 ， 包 括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Pinnacle
Associates Limited和美林集團。何燕飛任職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土地基金期間，運用其專業知識，為土地基金定下投資
策略，對研究和分析產業發展和跨國企業，包括在內地的發
展亦有豐富經驗。

加入中央政策組後，何燕飛將協助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
邵善波向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就不同的公共
政策課題提供意見，尤其是關於經濟發展策略、金融業發展
、產業發展及與內地經濟合作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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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退休保障應否拿出來討論？應
該，不僅應該，還要盡快進行。只是，
「一單還一單」，議員總不能把長者生

活津貼與 「全保」混為一談。
「長津」是政府為有需要長者提供

生活津貼，令其貧困生活不至太緊絀的
措施。議員可以討論 「長津」發放的技
術性問題，比如資產申報上限應否上調
，有物業無資產者與有資產無物業者誰
能更公平地獲發津貼，如何調動地區社
工力量幫助這類長者盡快獲發津貼，在
怎樣的情況下申報資產會誤觸法例等等
，都可以問清問楚。然而，至今反對派
在這方面已經不是提問，而是有意推翻
提案，以 「要政府下不了台，要政府民
望下滑」作為目標，提問卻又提無可提
，只好一味咬住 「為何這麼多人叫政府
討論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政府都不理睬
」不放。

「全保」牽涉問題複雜，具體須結
合人口統計等多方面。反對派一味吵，
但什麼叫 「全保」，具體有什麼內容，
目前的強積金是否就是 「全保」，很多
人都說它有諸多缺點，那麼是否須全盤
推翻，抑或在哪方面可以優化，他們連
丁點具體意見都提不出來。這方面，田
北辰倒能引導大眾思考。他說全世界起
初個個都說能全保，到後來個個都行不
通，有些要延遲退休年齡，有些要減回
已付出的保障……

有說強積金靠投資基金，如今全球
經濟環境波動，好難優化。田北辰提議
假如政府作擔保又如何，新加坡政府就
是這樣做。人家政府有承擔，香港政府
也應該有承擔……

這樣的提議便很有建設性。但無論如何，反對
派總不能把 「長津」與 「全保」混為一談，兩頭不
到岸。把 「你支持提案便投支持票通過撥款，不
支持便投反對票」的簡單事情弄到三不像。如
此扯到離題萬丈，只顯得自己毫無水平，
更阻礙長者盡早獲發津貼，令長者日
日擔憂 「津貼究竟有定無」，更令自
己失盡選票，真係蠢到加零一！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新一屆立法會開始不久，
不少新丁議員都大展拳腳。有鐵路管理背景的新民黨立法會
議員田北辰，首次提出動議就聚焦社會熱話，建議將港鐵票
價交由行政會議把關，並將上下調空間設定不可超過三成，
即港鐵即使提出加價建議，亦隨時被行政會議 「打七折」。

田北辰指出，自兩鐵合併後，港鐵一直採用可加可減機
制釐訂票價，無奈近年港鐵票價只升不減，社會普遍認為有
關機制應作修改，不過由於社會各界就是否計算市民負擔能
力、是否計算地產收益作補貼、是否將事故次數納入釐訂票
價的因素等問題有不同意見，難以在港鐵明年三月調整價格
前達成共識。

因此，田北辰將動議，可維持現行可加可減機制方程式
計算票價調整幅度的情況下，將調整幅度交由行政會議審批
作最後把關，行政會議可作出修改，上調或下調不超過三成
，即將加幅 「打七折」。

葉太怕被政府 「撬牆角」
此外，為應付新一屆立法會繁重的工作，葉劉淑儀與田

北辰近日新請了一批議員助理，其中不乏美國康奈爾大學、
英國劍橋大學等名牌大學的高材生。葉劉淑儀笑說，政府似
乎一向很喜歡匯賢智庫或新民黨培養出來的人才，希望今次
吸納一批新成員能低調處理， 「否則畀政府知道了，又會撬
走他們」。

田北辰動議：
港鐵票價交行會把關

謝偉銓倡彈性提升地積比

特首辦：暫未能回應僭建
【本報訊】對於行政長官梁振英大宅有僭建物的事件，

特首辦回覆查詢時表示，現階段未能作出回應，因為行政長
官已經徵詢法律意見，還有一些待決訴訟仍需法庭處理。全
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若果梁振英可盡早解釋清楚，將
有助爭取市民的信任，但何時交代則是他自行決定。行政會
議成員陳智思表示，希望行政長官梁振英，盡快向公眾交代
大宅僭建事件及誠信問題，政府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不可給這些問題繼續纏擾， 「不知是否因為其他法律的因素
，我希望這些因素可以快點處理好，然後向公眾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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騮昨日向特首提交施政報告的建議
本報記者張綺婷攝

▲葉劉淑儀與田北辰的議員助理中，不乏名牌大學高材
生，認真人才濟濟 本報記者馮慧婷攝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今日將第四度審議長者生活津貼撥款 資料圖片

【本報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昨日下
午到訪大澳，實地考察當地的文物旅遊設施。他於考
察後表示，大澳擁有獨特的文化和自然生態環境，政
府會致力保存其特色，讓訪客可繼續體驗大澳豐富及
具價值的文物古蹟風貌。

蘇錦樑前往大澳前，在中環海港政府大樓與離島
區區議員會面，就地區事務交換意見。他隨後在離島

民政事務專員劉錦泉陪同下到訪大澳文物酒店，聽取
酒店管理代表介紹酒店的設施及發展，欣悉酒店開幕
後深受旅客歡迎，促進大澳經濟發展。

他說，希望酒店能繼續促進社區參與，與區內其
他資源產生協同作用，在推動文物保育、旅遊及綠色
生活的同時，為訪客提供難忘的體驗。他其後前往大
澳鄉事委員會歷史文化室。

蘇錦樑體驗大澳文物旅遊

▲林鄭月娥（左）繼續訪英行程，和倫敦金融城
市長葛若杰會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