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期十一日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報名
期昨日進入第三日，共有九人提交報名表
格，為這幾日來最多。前保安局局長李少
光正式報名參選，他希望能利用過去30多
年在政府工作的經驗，特別是社會安全保
障及如何建立廉潔社會方面，繼續為國家
及香港服務。香港中旅、中銀香港和招商
局三大中資企業的高層盧瑞安、吳亮星和
李引泉亦一同報名參選，並會採取聯票形
式爭取各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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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光報名參選港區人代
三大中資高層聯票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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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宣布參選新一屆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的李少光
，昨日在多名舊部下的陪同下到選舉辦事處報名。李
少光表示，共獲得117名選舉會議成員的提名，高於
十個提名的最低門檻，有信心最後能成功當選，現時
會繼續爭取成員的支持。李少光指出，參選是希望退
休後，能利用過去 30 多年在政府工作的經驗，特別
是社會安全保障及如何建立廉潔社會方面，繼續為國
家及香港服務。

以政府經驗服務國家
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吳亮星以及首次

參選的招商局副總裁李引泉昨日在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副會長兼總裁馮洪章及副總裁朱莉等陪同下，一同到
位於信德中心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參選人登記處提交
報名表，三人都取得超過一百位選舉會議成員的提名
，其中盧瑞安更取得了二百二十八個提名。中銀香港
信託董事長吳亮星說，三人都是中資企業的參選者，
約好時間，一起來完成這個 「神聖任務」，而在未來
的競選工作中也會一起合作，互相支持。他指出，在
香港中資企業資產佔上市公司已經超過一半，中資企
業做得好，對香港整體都有好處，希望三人能夠一起
推動這項工作。

身為港中旅集團董事的盧瑞安表示，作為中資企
業的代表，不僅對香港很熟悉，對內地也很了解，希
望能夠促進香港和內地的融合。他又指，旅遊對各方
面都很重要，就業等各方面都很有好處，此次競逐連
任，希望為香港和內地的旅遊發展作進一步努力。

曾任三屆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招商局副總裁袁武
，由於年齡原因不再連任，招商局派出另一位副總裁
李引泉參選。李引泉說，參選得到中企協和多個方面
的支持，對選情很有信心。李引泉亦指出，香港是航
運中心和金融中心，招商局希望利用在香港營運的經
驗和智慧，為國家在金融和航運方面的發展提出建議
，同時他希望在這些領域，為香港和內地協同發展爭
取更多的政策和發展機會。

多名新丁報名參選
昨日亦有多名新丁報名，包括：城市大學校董會

主席胡曉明、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和香港和解中心

創會會長梁海明。曾任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會長的胡曉明表示，希望幫助港人在內地發展，並將
專業經驗和知識帶到內地。陳振彬則在現任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九龍社團聯會永遠會長高寶齡，九龍社團
聯會理事長王惠貞，油尖旺區議會主席鍾港武和多位
地區人士陪同下報名，他希望參選能夠進一步服務國
家和香港，並促進兩地溝通。而擁有仲裁和調解經驗
的梁海明本身亦是資深土木工程師和電訊工程師，希

望推動內地在這些方面的發展。
此外，現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查史美倫和廖長江

昨日亦報名爭取連任。截至昨日，共有約十四人正式
報名參選。

而香港島各界聯會理事長蔡毅將於本周三報名參
選，他說現已獲得超過二百個提名，當中包括譚惠珠
、范徐麗泰等；他又估計今屆要有過千票提名才能穩
定當選，但他對自己有一定信心。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中文大學（中大
）香港亞太研究所十一月份的特區政府民望電話調
查結果顯示，特首梁振英及三位司長的表現評分均
持續回穩，其中梁振英的評分升至九月以來的最高
位。中大分析，政府早前推出的民生措施發揮作用
，令市民對政府、特首及三位司長表現的評分均持
續上升。

調查在本月 19 日至 21 日進行，成功訪問了 839
位市民。調查發現，市民對特區政府及北京中央政
府的信任度均有所上升。有25.1%的受訪市民表示信

任香港特區政府，較十月份上升1.3%；而有22.4%的
市民對中央政府表示信任，上升1.1%。

民生措施發揮作用
市民對梁振英整體表現的最新評分為50.0，較十

月份上升0.6分，是特首自九月份評分後首次重回合
格水平。至於三位司長的表現評分，全部均較上月
有所改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有 59.2 分，較十月
份上升1.2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平均評分為55.3
分，上升1分；至於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其平均評分

為50.9分，輕微上升0.3分。
中大認為，本月份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度、特首

梁振英及三位司長表現的評分均持續上升，其中梁
振英的評分更重回合格水平，可以說其民望持續回
穩。而政府早前推出的一些民生措施，例如針對樓
市升溫的措施等，均對提高特首及政府民望有一定
作用。最近有關要求梁振英交代其大宅僭建事件又
再成為焦點，均可能抑制了政府整體民望的上升，
形成互相抵銷的效果。

另外，香港研究協會於本月 5 至 12 日進行隨機
抽樣電話調查，訪問 1152 名市民，請受訪者就立法
會議員最近的表現進行評分。以6分為最高分，民建
聯曾鈺成得3.20分，排在70位議員中的第一位。

特首三司長評分持續上升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身兼運
輸及房屋局常任秘書長的房屋署署長栢志
高在清水灣道的物業被指有僭建，栢志高
昨日發表聲明，指出他與太太從未入住該
物業，並甚少造訪，不知道物業有僭建物
。他已委託承辦商即時清拆僭建物。屋宇
署表示，會依法處理。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表示，政府一定會依法處理，而屋
宇署亦會派人處理，若有需要，會按照程
序跟進。

有傳媒昨日報道，栢志高與妻子在西
貢聯名持有的洋房，在天井加建玻璃頂蓋
，以及僭建一幅玻璃簷篷。屋宇署人員昨
午到該物業，表示是收到舉報，所以來視
察。他們逗留大約二十分鐘，放下信件後
便離開。

從未入住該物業
栢志高發表聲明回應事件，表示在

2008 年從比利時調任回港時，與太太購
入該物業作投資之用，亦預備在適當時候
用作退休後的居所。他們在購入上述物業
時，並不曉得該物業是否有違例構築物。
而物業購入後便作出租用途，二人從未入
住該物業，並甚少造訪。他們當時有應租
客的要求，裝修物業和進行必要的維修，但
絕對沒有在物業所在地加建任何構築物。

為了釋除公眾的疑慮，栢志高已經主動委託建築
工程承辦商拆卸該玻璃頂蓋和簷篷，亦會為該物業進
行全面的檢查，若有需要會作進一步的跟進。屋宇
署強調會依法辦事，亦歡迎和鼓勵業主自行清拆僭
建物。

張炳良亦回應有關事件，強調栢志高對僭建並不
知情，又引述栢志高說一直未有為意任何可能屬於僭
建或未經批准的建築存在，所以將該物業出租；而他
知道這情況後已委託承辦商進行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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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鄉議局主席劉皇發主理鄉議局
近 30 年，有 「新界王」之稱，但他今年
已經年屆 76 歲，下屆鄉議局改選將於
2015 年 5 月舉行，屆時發叔已年近 80。
他昨日與傳媒茶敘時表示，自己已經有
心無力，慨嘆要找接班人一點也不易。

發叔坦言，有時有適合的人選，但
別人又未必有意接任主席，副主席張學
明亦表明不願接手，因此仍未有理想繼
任人。被問到他的兒子劉業強是否合適
人選，發叔就表示，有考慮過推舉兒子
接棒，認為兒子的能力勝任，但怕被指
鄉議局變成 「劉家天下」，擔心人言可
畏，而兒子答覆他時亦模棱兩可。不過
，發叔補充，他們一家人一直都有為鄉
議局出力，過往女兒和女婿都有幫忙，
目的是 「唔想個局散」。

雖然在新界無人不識，但發叔都十
分謙虛，指自己能力和知識水平不高，
只是人緣較好，別人願意給面子。不過
，他就列出鄉議局主席五大條件，包括
要熱心社會事務、心繫鄉議局、經濟條
件好、人緣好，以及無私並獲得政府信
任。前兩項當然不用解釋，至於經濟條
件好，發叔表示，做主席沒有薪水，而
且平常在村民或鄉間發生紛爭，居中斡
旋時都要出錢出力，正如菜園村事件，
他都貢獻不少。

近期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何君堯帶
隊到鄉議局示威，發叔表示，早已收到
消息，而作為主席，經常會受到批評，
因此一定要可以受氣，並且要人緣好才
能擺平不同的紛爭。他又說，抗爭都是
一種爭取的方法，但他以前試過，發現

不可行，故改為理性與政府討論，當然都要獲得政府
的信任，討論時才會有結果。發叔笑指，有報章指他
因在鄉委會懶散而被踢出局，但實情是他想放手給其
他人處理，猶如慢慢從山頂走下來，卻被指成被人從
山頂踢下山。

面對現時鄉郊僭建問題，發叔就指，法律是硬，
但政治卻有彈性，因此必須情、理、法兼備，希
望盡量在任內解決。他又提到丁
權問題，指鄉議局願意作檢討，
至於政府曾提出要 「截龍」的構
思，則但仍未與他們商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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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昨
日先後多次回應僭建事件，多次重申事件並不涉及隱
瞞。他在書面聲明中表示，已指示認可人士主動聯絡
屋宇署，處理有關僭建物。至於為何不在選舉中交代
去年底發現大宅有擴建地下室時，他解釋僭建物處理
了就不存在，不知道要通知屋宇署。

屋宇署人員昨午抵達山頂貝璐道梁振英的大宅，
跟進他早前發表的聲明中兩項違例建築工程。屋宇署
高級屋宇測量師朱煒堯表示，屋宇署會根據視察所得
，繼續跟進和評估情況，完成評估後，將向傳媒發出
書面報告。

認可人士主動聯絡屋宇署
梁振英在傍晚五時三十分發表聲明，表示在上周

五發表有關山頂物業聲明的同時，已指示認可人士主

動聯絡屋宇署，約見署方跟進及處理有關問題。他重
申，買入山頂物業後曾就一些加建和改建工程主動入
則向屋宇署申請，並獲批准。而從今年六月下旬有報
章指他家中有僭建物開始，一直本着開誠布公的態度
從嚴處理事件。

他在晚上亦先後兩次會見傳媒，再次否認隱瞞僭
建。他表示，在處理4號屋僭建時，以為處理了就不
再存在，不知道要通知屋宇署。至於為何在去年不披
露有關僭建，是由於沒有人查詢有關4號屋的僭建地
庫，所以沒有公開。他說，在未來2至3日，如果屋
宇署定下任何方案，他會立即解決，強調一向的處理
態度是 「要申請就申請，要解決就解決」。

謝偉俊計劃提不信任動議
另外，立法會獨立議員謝偉俊計劃向梁振英提出

不信任動議，他解釋，梁振英當選
是基於對手有很大爭議的僭建事件
，因此現時他的大宅有僭建問題，
相信會引起市民的關注，甚至質疑
其誠信。他希望藉着有關的動議，
讓梁振英解釋清楚事件。

反對派民主黨表明，會支持有
關動議，工黨則稱會研究動議的字
眼，並計劃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事
件，而公民黨則表示，若能成功抽
到動議辯論的機會，該黨會自行提
出動議。

工聯會王國興表示，該會未討
論事件，但他個人不贊成該動議，
認為梁振英已作書面聲明和當面道
歉，希望對方可集中精力處理政策
工作。工業界的林大輝亦認為，應
先讓梁振英自己解釋事件，但他指
出，若梁振英不盡快解釋問題，市
民難免會質疑其誠信，令施政報告
的內容得不到支持。▲梁振英早前開放大宅供傳媒入內拍照採訪 資料圖片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明年一
月會推出首份施政報告，他與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將於下月
舉行三場地區諮詢會，聽取市民對新一份施政報告和財政
預算案的意見。另外，梁振英昨會見八位立法會議員，諮
詢他們對於施政報告的建議，有議員提出，政府應先全面
了解香港土地數量，才能知道可改變土地用途和地積比的
土地數量。

三個諮詢會分港、九、新界，昨日起已經接受市民報
名，除了區議會、分區委員會、地區諮詢委員會，以及地
區團體的成員將獲邀出席外，諮詢會均預留座位讓公眾人
士參與。第一場諮詢會定於下月3日在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展貿廳舉行，第二場在11日設於柴灣青年廣場Y綜藝館，
第三場則在13日於葵青劇院演藝廳舉行，而諮詢會均於晚
上6時15分至7時45分舉行。

特首晤八議員談施政報告
另外，梁振英昨會見了工業界林大輝、金融界吳亮星

、新民黨田北辰、旅遊界姚思榮、勞工界潘兆平，以及反
對派的民協馮檢基、資訊科技界莫乃光及新民主同盟的范
國威。

林大輝表示，他在會上向梁振英作三項建議，第一，
為工業發展設藍圖，並由政府幫助業界升級轉型，盡快修
訂稅務條例第39E條，讓產業能多元發展；第二，是把籠統
的中小企重新定義，把十人以下的公司劃分為 「微企業」
，讓它們在稅務、政府收費和貸款的標準上，可與中小企
分開；第三，政府要正式了解香港的土地有多少 「家產」
，才可了解實際的土地數量，以及哪些土地可改變土地用
途和地積比。

至於姚思榮就要求政府制訂長遠的旅遊發展計劃，以
及維護香港的旅遊聲譽。潘兆平則希望政府成立推動標準
工時立法的委員會，以及設立失業貸款基金等。

特首財爺三諮詢會聽民意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對於前全國人大代表吳
康民提到，有人散播中央希望更換行政長官的謠言，在行
政長官選舉中被視為 「唐營」的工業界立法會議員林大輝
表示，選舉過去後已經沒有陣營之分，繼續分裂對香港社
會沒有好處，身邊的朋友都希望可以用心服務香港，不想
再有言論分化港人，他亦未聽過身邊朋友提出更換行政長
官的言論，他認為梁振英上場時間太短，未有時間顯露功
夫，相信有很多平台可讓他顯示誠信，讓市民重拾信心。

林大輝承認，在選舉時的確分了 「梁營」和 「唐營」
，但選舉過後，兩個陣營的人都認為要用心服務香港，因
此所有人已用心放下了 「兩個陣營」的思維，一同好好合
作，團結解決民生、經濟問題。他強調，再分裂對香港社
會沒有好處，有愛國愛港人士提醒他 「香港營」這個概念
，他亦表示認同。他指出，的確有朋友認為，梁振英上任
初期的表現不佳，但他未聽過有人提出要更換行政長官。

林大輝：選舉後無陣營之分

陳茂波有申報教材公司利益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早前有報道指，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任香港會計師公會理事時，其持股的公司有份參與
公會課程教材合約的招標。會計師公會昨發表聲明，指陳茂
波並非遴選招標工作的小組成員，在理事會審批合約時亦有
申報利益和避席。公會又指出，陳茂波為香港公司 FTMS
HK 股東，但中標的公司是新加坡公司 FTMS PTE，因此
FTMS PTE不屬於公會的關連人士。

公會的聲明中提到，公會在99 年開辦專業資格課程，
初期由兩間海外會計團體參與制訂，至 2000 年為更新課程
的單元教材招標，因此委任遴選小組處理招標，而陳茂波並
非小組成員，他在審批有關合約的理事會會議上，有申報有
關利益，並避席討論和決議。

聲明又指，FTMS PTE 是新加坡公司，持有 FTMS
HK55%的股份，雖然陳茂波為後者的董事，但就兩間公司
的關係而言，FTMS PTE不屬於公會的關連人士，因此不
用在公會年報中另外披露；而FTMS PTE履行工作的條件
，是香港的FTMS HK不可參與或涉及任何該項目的工作。

公會解釋，先後向FTMS PTE批出兩份更新教材的合
約，共涉108萬元，與一些報道指FTMS PTE收取了超過
400萬元，報道完全不真確，而除了支付給另一中標的德勤
外，其餘專業資格課程的制定費用是支付給其他提供服務的
機構，主要是海外會計團體，並不屬於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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