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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軍探訪長幼 同樂迎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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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解放軍駐港部隊官兵代表昨
日前往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和傅麗儀護
理安老院開展 「慰老愛幼」活動。

這次深入香港社區的 「慰老愛幼」活動
，是駐港部隊自 2006 年以來第 7 次組織類
似活動。在駐港部隊副參謀長李安印大校的
帶領下，20 餘名官兵前往位於屯門的保良
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和灣仔的傅麗儀護理安
老院，探訪兒童、慰問長者，並向他們贈送
禮物，送上聖誕和新年祝福。

在幼稚園，官兵們與大班的數十名孩子
做遊戲、講故事、唱歌曲，還給孩子們送去
圖書、文具、玩具等聖誕禮物。在安老院舉
辦的聯歡會上，女兵們演唱了《半個月亮爬
上來》《茉莉花》等歌曲，還和老人們一起
聊天，並為他們送上新年禮物和節日祝福，
有的老人家開心得像小孩子一樣拍手歡笑。

在慰問老人時，李安印還宣讀了駐港部
隊司令員王曉軍、政委岳世鑫致老者的慰問
信，表達了全體駐港官兵對老人們的敬意和
問候。

慰問信說，駐港部隊官兵始終牢記尊老
、愛老、助老、扶老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
作為人民的子弟兵，官兵們將始終模範踐行
「一國兩制」偉大方針，愛祖國、愛香港，

為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做出更大貢獻。

此外，官兵們還到各層慰問了行動不便
的長者。安老院院長黃秀芬表示，駐港部隊
官兵在辛勤工作之餘，還不忘深入社區，關
愛老人，他們非常值得尊敬，自己十分感
激。

李安印對記者說，尊老愛幼是中華民族
的傳統美德，組織官兵們慰問長者、探訪幼
童，是駐港部隊 15 年來的傳統。旨在通過
這些活動表達駐軍對香港社會的關愛，也讓
官兵們增進對香港的了解，使他們更加熱愛
香港。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昨天表示，政府十分
關注香港的住屋問題，一定會在供應和需求量方面做
足工作，但同時亦希望社會包括地區人士的支持和配
合，他呼籲社區人士以社會需要為出發點支持建公
屋。

梁振英前天前往社區組織協會在尖沙咀文化中心
舉辦的一個關於 「蝸居」的圖片展，他昨日出席行政
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看過圖展之後，感受很深。
他說，在某些社區並不是完全沒有可以用來興建公屋
的土地，但在興建或者策劃這些公屋項目的過程中，
遇到一些地區人士的反對。

他表示，政府十分關注香港的住屋問題，無論是
中產的置業問題，或是基層的上樓問題，一定會在供
應和需求量方面做好工作。他又指出做這些工作的同
時，一定要得到社會包括地區人士的支持和配合。

梁振英又說，政府理解地區人士反對的原因，但
希望他們能夠多從整體社會或整體社區的需要出發，
配合政府，讓政府可以在社區早日興建公屋，以解決
居住在廠廈的劏房或籠屋等居民的需要，亦可盡快消
除社區的安全和衛生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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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由工商界及多名立
法會議員組成、議會內第二大政團經濟民生聯盟，昨
舉行成立慶祝酒會，梁君彥擔任主席，麗新發展主席
林建岳則出任監事會主席。經民聯被外界指 「唐營」
色彩濃厚，梁君彥表明，他們將就香港長遠經濟為政
府出謀獻策，而林建岳更指， 「倒梁」等於是倒香港
市民米。

梁君彥出任主席
經民聯現時有七位立法會議員，工業界梁君彥任

主席，商界林健鋒和金融服務界張華峯則任副主席。
至於一直盛傳會正式踏入政界的林建岳，就擔任監事
會主席，監事會副主席由李大壯出任，執委包括獨立
議員梁美芬、迦南集團主席方平及曾任唐英年競選辦
秘書長、前高官何鑄明。

特首梁振英、中聯辦副主任林武及多位司局長均
有出席，長江基建主席李澤鉅、華人置業副主席劉鳴
煒、合和主席胡應湘、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
堅、滙豐銀行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等到場支持。梁
君彥表示，現時民粹的喧鬧蓋過理性溝通聲音，經民
聯會實事求是，撥亂反正，將就香港長遠經濟為政府
出謀獻策，為香港長遠發展發聲。

為政府出謀獻策
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一直支持唐英年競選的林

建岳指，現時的社會環境需有多點工商界發聲，作理
性討論，因此自己身體力行，認為現時是合適時機與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組成聯盟。被問到經民聯會否變成
倒梁振英的團體，他表示，梁振英是行政長官，經民
聯會支持政府施政， 「倒梁即是倒香港市民米。」至

於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會否加入經民聯，他就指對方
現時正在放假，只笑說有人希望工作，但亦有人寧願
放假。

經民聯以 「工商帶動經濟、專業改善民生」為口
號，顧問包括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馬時亨、廠商
會會長施榮懷、工業總會主席鍾志平，以及全國政協
常委陳永棋等。經民聯的標誌是數個圓形，代表社會
和經民聯的動力一同把香港事情推向目標。

政府10月宣布 「雙辣招」包括引入買家印花稅後，樓市交投銳減，地產
建設商會上月向政府提交意見書，就豁免印花稅等提出四項建議，包括豁免香
港居民所組成的公司和重建項目。行政會議昨討論買家印花稅豁免安排，梁振
英會後表示，政府過去兩個月聽取社會意見後，認為應續壓抑和限制需求，
《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下周五刊憲，並於明年1月9日提交立會審議。

重建項目研「先繳稅後退款」
梁振英稱，為顯示政府決心遏迎炒賣需求，並限制非香港居民買樓的需求

，買家印花稅將不會豁免本地公司，以公司名義買樓，即使是香港公司，其股
東和董事即使都是香港永久居民，都需繳付買家印花稅，支付相當於樓價15%
的稅款。他強調，為免出現任何誘因，避免條例出現可讓買家鑽空子的漏洞，
將從嚴草擬條例修訂草案文本。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稱，若豁免本地公司
繳付買家印花稅，將會 「造成相當大漏洞」，平衡利害後，決定維持原先想法
，所有公司都要繳交買家印花稅，不會豁免本地公司。

不過，重建項目可獲豁免繳付買家印花稅，張炳良稱，條例草案將就重建
項目提供一定豁免，具體細節會在法案交代。政府消息透露，考慮到重建需時
，私人重建項目由收購至落成往往需時近10年，就算市區重建局有 「尚方寶
劍」在手，可根據收回土地條例徵地，重建亦需時5至6年，故政府初步傾向
，重建項目須在6年內完成並取得 「入伙紙」，才能申請取回已繳付的買家印
花稅。至於6年時間何時 「起錶」，估計未必由項目展開收購當日起計算，消
息稱可考慮由集齊項目100%業權起計算。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余錦雄認為，重建項目可獲豁免的期限定在6年，
時間安排合理，至於從何時開始計算則可以有不同安排，他個人認為，可以每
個單位收購的時間獨立計算，該單位收購後6年完成重建，則買家印花稅可退
回，即整個重建項目完成後，收購時間超出6年的單位就不獲退稅。

議員支持政府「一刀切」安排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贊同政府豁免重建項目買家印花稅的決定，表示

重建有助改善舊區環境，為土地增值，具社會效益，徵收買家印花稅會加重重
建成本，不利社區發展。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王國興認為政府安排可以
理解，因為事實上很難確定公司的老闆是否香港人，登記的董事未必是真正的
「金主」，政府 「一刀切」的安排無可厚非。經濟民生聯盟主席梁君彥表示，

再研究具體細節，但認為若政府指豁免港人持有公司買樓時的買家印花稅，會
造成漏洞，經民聯會研究如何堵塞漏洞，以助港人開設公司可獲豁免該稅項。

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表示，將在立會就法案提出修訂，要求本地公司若
所有董事皆為港人，可獲豁免繳交額外印花稅，他並促請政府一年後檢討政策。

地產界感失望
【本報訊】地產建設商會就買家印

花稅（BSD）向政府提出的多項建議，
不被政府照單全收，提議本地公司董事
購買豪宅可豁免 BSD 被打回頭，併購
舊樓豁免 BSD 則有得傾。地產建設商
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不明政府何以一意
孤行，日內再與政府會晤，有地產商坦
言感到失望。

梁志堅表示已接到政府的電話通知
，不會接受該會提出本地公司董事或基
金購買豪宅可獲豁免 BSD 的建議，並
立例管制以3年為限，獲豁免BSD的豪
宅需捆綁3年，監察期內不得轉讓，否
則等同觸犯刑事法，其實有關建議已可
堵塞炒賣漏洞，不明政府 「點解唔接受
」，已日內約見會晤政府官員。

梁志堅坦言沒有什麼對策，無論政
府有何決定，商會會尊重及配合。

長實地產（00001）執行董事趙國
雄坦言，對政府否決 BSD 的建議感到
失望，但亦理解政府在執行上所面對的
難處，如何去確認每間公司董事都是香
港人有一定難度。他又稱，BSD 的實
施並非一面倒對樓市不利，相反可減低
QE4 對本港樓市的衝擊，有效阻止熱
錢湧入炒賣住宅，反令資本轉移工商物
業，令住宅表現穩定。

新世界總經理陳觀展表示，政府已
作出決定也只能接受，但認為有斟酌空
間，相信對後市影響不大，始終低息環
境下用家仍會繼續入市，料明年整體樓
價有10%的波幅上落。

政商界重量級人士到賀

經民聯成立酒會冠蓋雲集

【本報訊】記者汪澄澄報道：前港區人大代表
團團長吳康民新政論集《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發
布會，昨日於天地圖書館舉行。吳康民表示，書名
引自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時所說的金句，意指中美
在諸多問題上都未做到最好，故需共同努力做得更
好，他認為政論人亦應抱着這樣的態度。針對輿論
多追蹤負面消息，吳康民認為這是由於 「香港的話
語權不在愛國者手裡」。

吳康民今年共出了四本書，是他從文以來最高
產的一年，其中兩本為政論，除了這本《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還有6月在北京出版的《吳康民論
時政》，而另外兩本則分別是隨筆集《人生感悟錄
》和遊記《站在世界最高的塔樓上》。他指出，自
己的寫作以政論為主，是對本港社會政治生態諸多
問題的積極回應，也是希望借此引起更多的討論。

吳康民解釋書名的來歷，稱是借用剛上任的國
家主席習近平，於今年年初訪美時，藉以回應美國
人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挑釁時，所說的金句。他十分
欣賞習近平的回答，認為十分睿智，以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這八個字化解了火藥味，既言明了中
國和美國在諸多問題上都未處理得最好，又鼓勵兩
國共同努力，在日後做到更好。

對於近期律政司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權問
題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吳康民表示，建議的根本
原因是 「雙非」問題得不到解決，他認為釋法對港
人的 「着數多」，又批評現在的反對釋法的輿論是
太 「過火」。關於有人建議的修改《基本法》，他
認為，釋法事小，修法事大，動不動就修法，只會
破壞《基本法》的權威和尊嚴。

出席發布會的還有天地圖書董事長陳松齡、全國政協常
委楊孫西、中聯辦教科部部長潘永華、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
正、前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席黃保欣、香港潮屬社團總會
創會主席陳偉南、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港協暨奧委
會會長霍震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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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律政司早前建議終審法院就外傭居港案提請
人大釋法，引來反對派批評，大律師公會昨發聲明指，律政
司只是履行專業和憲法上的責任，社會各界應信任本港司法
機構及其獨立性，不應對案件作高調評論或無謂揣測，干擾
司法獨立。

公會深信，終審法院不會為政治權宜或政治壓力，而接
受於法不合的論據，或者因懼怕判決會被指控是削弱法治，
而拒絕接納合理的論據。社會各界和傳媒應對司法機構及其
獨立性表示信任和支持，避免在案件待決期間，對案件作高
調評論或無謂揣測，以免製造任何不必要的壓力和干擾。

面對地產界要求買家印花稅（BSD）提供豁免，行政長官
梁振英昨日宣布決定 「從嚴」 ，不會豁免本地公司，以示遏抑
炒賣和限制非香港永久居民買樓需求的決心，但重建項目可獲
豁免繳付買家印花稅。消息透露，當局傾向以 「先繳稅，後退
款」 形式推行豁免，考慮容許在6年時間內完成重建的項目，
可獲退回繳交的買家印花稅。印花稅條例草案將於下周五刊憲
，下月初提交立法會審議。

本報記者 曾敏捷

大律師公會信終院不會受壓

▲梁振英表示，買家印花稅將不會豁免本地公
司 本報記者杜漢生攝

▶買家印花稅條例草案將於下周五刊憲，下月
初提交立法會審議 資料圖片

▼特首梁振英與多位司局長
出席經民聯成立慶祝酒會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駐港部隊副參謀長李安印大校帶領20餘名
官兵探訪兒童、慰問長者，圖為李安印大校
與長者親切握手 新華社

◀駐港女兵深受小朋友歡迎

▲左起：楊孫西、潘永華、吳光正、吳康民、梁振英、
黃保欣、陳偉南、霍震霆、姜在忠出席新書發布會

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