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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日施政報告諮詢會上，近百市民就經
濟、民生及政治三方面發表意見。梁振英表示
，持續高速度增長的經濟才能解決香港面對的
問題，有條件情況下將再設資訊及科技局，推
動產業發展，亦會在經濟發展委員會作高層次
討論，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

梁振英說，本港與內地在發展過程中發揮
互動作用，內地政府過往曾提出不少有利本港
發展的政策，香港在過程中亦有貢獻國家。以
往本港奉行的 「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已經過
時，故提出 「適度有為，穩中求變」，就是要
把 「經濟的餅做大」，保持香港競爭力。

對於有意見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推動科研產

業，推展知識性經濟。梁振英表示，本港科技
產業有發展空間，他在候任期間向立法會提出
成立資訊科技局，但由於立法會拉布而未能通
過，認為是 「不無遺憾」。如果有條件，包括
在立法會有支持的話，希望可以成立資訊科技
局。而科技及通訊局是梁振英競選時計劃重新
組織的 14 個決策局之一，它專門負責香港對
外及對內的科技及通訊政策，以配合香港知識
型經濟發展，推動與資訊及通訊科技相關、佔
近30%本地生產總值的產業發展。

應痛定思痛檢討經濟策略
梁振英又指，本港在過去十多年，經濟發

展速度比亞太地區
其他經濟體慢，本
港過去 20 年平均每
年經濟增長不足 4%
，遠低於新加坡的
6.6%，故本港要痛
定思痛，檢討經濟
發展策略。他決定
成立經濟發展委員
會，由他親自擔任
主席，邀請國內外
經濟專家、學者和
本地人士，為本港
經濟發展出謀獻策
，希望在高層次的
討論，有助推動香
港的經濟發展。

冀再設資訊科技局
推動整體經濟發展

行政長官梁振英出席公眾諮詢會時再被問及
僭建風波，他承認事情令他困擾，但最重要交代
事實 「有錯就要認」，希望以政績贏取市民信任
。他又說，本屆政府雖未能一人一票選出特首，
但政府是屬於700萬港人，他任內會致力推動政
制發展，同時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承認受僭建風波困擾
當選後一直受僭建風波困擾，梁振英多次作

出回應，包括在立法會上交代事件，並就事件向
公眾致歉。昨日諮詢會上，梁振英承認，僭建事
件對政府有一定困擾，但他會拿出事實作交代，
以實際政績換取市民信任。

他又指，在某一些問題上市民由於對政府的
本意不清楚，因此不信任政府，他會不斷改善與
市民的溝通，做好諮詢工作，但強調政府沒有講
過要打輿論戰。

被問及如何確保港人在 2017 年實現一人一
票普選特首，及取消立法會功能組別。梁振英回
應說，市民最關心的不是政府有沒有決心推動向
前，而是改變選舉方法，故未來幾年會用充足的
時間聽取社會對普選的意見。

對於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梁振英指，本港存
在政黨各自為政的問題，推出政策時，需要三分
之二立法會議員通過，有一定難度，但他重視行
政立法關係，因此經常參與跟議員的聚會，加強
與各政黨的溝通，相信雙方的共同目標，是讓政
府施政在有民意基礎下落實，為社會做實事。另
外，他重申，廿三條立法是政府的憲制責任，但
現時工作重點在經濟發展。

梁振英昨日出席港台舉辦的諮詢會時表示，新
一份施政報告不只是新政府的第一份施政報告，更
是未來五年政府的施政藍圖，他期望多聽市民意見
。而新政府上任大半年，已在五方面都做了一些工
作，包括重設扶貧委員會、決定訂立貧窮線、落實
港人港地、宣布買家印花稅、推出長者生活津貼等
，為未來五年施政作了一定鋪墊。

諮詢會有 95 名經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電話隨機
抽出的市民參加，就經濟、民生以及政治等三大範
疇提出意見，當中42%參與者的意見都與民生問題
有關，其中又以土地供應及房屋問題、社會福利最
受關注。

檢討規劃制度過程冗長
梁振英表示，現時本港房屋問題嚴重，公屋輪

候宗數超過二十萬，創歷史新高，樓價租金高企，
因此房屋問題是今屆政府施政重點。政府正從兩方
面穩定樓市，一方面以買家印花稅管理需求，限制
外來和炒賣需求，另一方面增加供應，包括推售居
屋貨尾和港人港地政策，令樓市短期內平穩發展。

梁振英指，過去一段時間本港的地積比率過低
，地政部門已逐步把地積地率提高，但不能大幅提
高，否則會造成環境問題，而提高住宅用地的地積
比率，涉及要修改分區計劃大綱圖，需時一兩年。
他認為，現時的規劃制度和政策，過程冗長，政府
會進行檢討。

改建常遇阻盼市民讓步
梁振英表示，改變土地用途亦是增加土地供應

的方法之一，但有時政府將一些社區發展用地申請
更改為住宅用地時，往往受到不少地區阻力，可能
是不願意減少了社區用地，又或者覺得影響了景觀
，他呼籲巿民本着 「一家人」的心，作些小讓步和
犧牲，房屋問題才可以解決。

有來自北京的碩士生表示，希望 5 至 10 年可
以置業，但現在不但難找工作，人工也低，根本不
能置業。梁振英指，在行政會議已經通過，鼓勵和
資助非牟利團體，用團體的土地，由政府提供建築
費，興建青年宿舍，以低於市值租金，租給合資格
的青年人。他又指，房協首個置安心的項目，改成
類似居屋形式，在下周五派表，相信推出時會受年
輕人歡迎。

對於有意見希望重推首次置業貸款和提供置業
扣稅等，梁振英回應指，在現時供應不足下，要小
心避免刺激需求，以免愈幫愈忙；對於有巿民擔心
政府會不擇手段，心急推出很多政策，梁振英回應
說，政府做事一方面急巿民所急，但不會強推政策。

另外，有住在天水圍的市民指交通費貴，梁振
英回應表示，他十分重視交通費貴的問題，所以已
經落實交津雙軌制，並提早落實長者兩蚊乘車優惠
。他又指，政府現正致力研究三條隧道分流安排，
希望減少交通堵塞問題，同時改善因塞車造成的空
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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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三場地區諮詢後，行政長官梁振
英昨日再次直接與市民對話，聽取市民
對施政報告的意見。面對最多市民關注
的土地供應及房屋問題，梁振英重申，
解決房屋問題是施政重點，政府將會通
過檢討規劃程序，加快土地供應，亦會
通過興建青年宿舍，滿足青年人住屋需
要。

本報記者 曾敏捷

團體遊行促施政助中產
【本報訊】記者李盛芝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將在下月發表上

任後首份施政報告，十多名中產人士昨日慢駛遊行至添馬艦新政府
總部，要求施政報告實施利得稅累進稅、提供釐印費優惠予首次置
業人士、調整子女免稅額、資助車主購買環保電動車等。

十多名中產聯盟的代表昨早在沙田大圍集合，駕駛約十輛私家
車慢駛遊行，沿途高舉標語，並把寫上訴求的紙張貼在十多輛私家
車的車身，由警方協助開路下，慢駛往添馬艦新政府總部。

中產聯盟主席彭長緯建議，政府應提供釐印費予首次置業人士
，將現時購買200萬元以下的樓宇需繳交100元的釐印費上限，調
升至 600 萬元或以上樓宇，並是首次置業的人士，讓市民更容易
「上車」。 「現時生活壓力逼人，政府有必要調整子女免稅額由6

萬元增至10萬元；在改善空氣污染的大前提下，政府應資助車主
20%的車價，購買環保電動車。」

中產聯盟同時要求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能擴大免稅額、退回個
人入息稅、每戶電費補貼3000元、增加個人進修開支免稅額、提
升私人醫療保險供款免稅額上限至每人 3 萬元、提供 15 年免費教
育等。

【本報訊】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昨日在網誌
撰文指，香港彈丸之地，過去一百年能不斷創
造奇迹，有賴香港人自己。他以上星期誕生的
香港首個全職 「拳王」曹星如，及獲頒 「中國

青年女科學家獎」的中文大學醫學院化學病理
學系教授趙慧君為例，讚賞港人從不愛吹噓成
就，亦不妄自菲薄，不卑不亢、滿懷信心是港
人本色。他又認為，本港傳媒與新加坡相反，

不愛報道這類喜訊，卻熱衷壞消
息。

曾俊華在網誌中說，自己作
為習武之人，特別留意上周在灣
仔會展舉行的國際拳擊賽，本港
年僅25歲的曹星如擊敗吉爾吉斯
選手，贏得 「亞洲洲際金腰帶」
。第二天的報紙只報道了一、二
百字，令他感到失望。他在美國
波士頓生活時，於中國拳擊功夫
學院學習洪拳，師承鄺鐵夫師父
。像曹星如一樣，當年他也曾參
加自由搏擊比賽，雖是業餘性質
，但一樣是 「拳拳到肉」。曹星
如賽後說，他身上的傷，最痛的
不是被痛擊的眼角和嘴唇，反而
是出拳的左手，曾俊華感同身受
，他當年也因出力太猛，打斷了
右手手掌骨，現在握拳時，無名
指接連手掌的關節處，仍有一個

清楚陷入去的凹痕。
另一則吸引他的新聞，是趙慧君教授獲頒

「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趙慧君將其 「師父
」盧煜明教授為懷孕婦女發明的無創檢查唐氏
綜合症技術，進一步創出 「滴血驗癌」方法，
憑檢查癌細胞釋出於血液的DNA，就可以檢測
病人是否患癌及受影響的身體部位，讓醫生可
及早發現早期癌症。趙慧君也在今年 9 月初，
獲得亞太經合組織的科學創新、研究及教育獎
牌。

曾俊華說，這兩宗喜訊都未能在社會上得
到很大的注視。他發現香港傳媒喜歡拿香港和
新加坡比較，他認為雙城間一個很有趣的分別
，即每當有關本土的好消息傳出，新加坡媒體
幾乎是一面倒鋪天蓋地的報喜，香港媒體對這
類新聞則比較冷淡；相反，出現了壞消息，兩
地傳媒的取態又會逆轉。他引述王慧麟專欄觀
點指出，近年陰謀論在香港頗有市場，令各種
「末日論」在公共空間炒得熱烘烘，這背後反

映社會上一種恐懼心態，突顯香港人的自信心
不足。曾俊華表示，他個人就不希望是事實。

曾俊華認為，即使現今世情多變，但能夠
有曹星如的拳頭、趙慧君的腦袋，香港人還怕
什麼？

財爺：港傳媒愛報憂不報喜

市民最關心住屋社福
為聽取市民對來年施政報告的意見，行政長官梁振英近月多

次舉行諮詢會，惟月內的三次公眾諮詢會均被反對派 「騎劫」，
期間滋擾不絕，而昨日的諮詢會可謂最 「和平」的諮詢，而且甚
有代表性，皆因出席的近百人是根據全港人口的性別、年齡、階
層的分布隨機選出，是香港社會的 「縮影」，其意見依理可推論
為香港人普遍關注的問題。

95 名出席諮詢會的市民預先由港大民意研究計劃電話隨機
抽出，合共就經濟、民生及政治等範疇提出 385 個問題，當中
42%涉及民生問題，有最多的162條，而經濟及政治問題則分別
佔31%和26%。出席市民會再抽籤分配提問次序，結果在一個半
小時的答問會中，共有30名市民依次作出提問。

民生事宜中頭三位的關注問題分別是土地供應和房屋問題
（17%）、福利和扶貧（16%）以及退休保障（9%）；經濟事宜
中，最多人關注產業發展（22%），其次為營商環境（19%）；
在政治議題中，市民主要關注政府能否實行有效管治（37%），
及有關政制問題（19%）。

負責分析的香港大學社工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表示，
出席者提出的問題，反映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訴求，是具體而
實際的。市民關注有效管治，包括對行政長官的信任；而目前的
政治體制，亦令市民大眾擔心影響香港的管治效率，直接影響到
市民關注的民生事項能否得到改善。

施政重房策施政重房策
譜五年藍圖譜五年藍圖

▲曾俊華在網誌上傳了一張他當年在美國（左二）跟隨師
父和其他師兄弟參加自由搏擊比賽得獎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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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直接與市民對話，了解市民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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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諮詢會，聽取市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