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圓滿結束述職行程
獲國家領導人接見 施政受肯定

一日四千人簽名撐CY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A11港聞責任編輯：梁曉斌

花絮

【本報訊】房協置安心首個屋苑 「綠悠雅苑」的示範單
位，前日起開放予市民參觀，隨即引起哄動，已吸引逾
3000人次參觀，及派出逾15000份申請表，反應非常熱烈。
昨日迎來首個周末，人潮有增無減，有大批市民到場排隊參
觀，場面墟冚。

有市民在參觀後表示，單位設計實用，售價亦較私人市
場的一手樓便宜，希望可購買一個兩房單位。不過，並非所
有人看好綠悠雅苑，有市民認為，本港樓價或會在未來數年
下跌，擔心會 「買貴了」，但他表示，仍會先入表申請，若
抽中後再考慮是否購買。

綠悠雅苑的申請期為本月 28 日至下月 1 日，申請人必
須分兩期繳交合共300元的申請費，第1期的100元在遞交
申請表時，以劃線支票或銀行本票繳付，第2期的200元則
於購得單位，在簽訂臨時買賣合約時與定金一併繳付。未能
購得單位的申請人，毋須繳交第2期費用，但所有申請費一
經收取，房協概不退還。綠悠雅苑將於明年2月底抽籤，中
籤者於4月正式揀樓。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及特
區新班子上任以來的工作獲得中央政府的肯定和支持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本港市民及團體不再沉默，紛
紛以各種活動支持梁振英及特區政府集中精力施政。
由市民自發組成的 「齊心行動」昨今兩日在本港鬧市
收集市民簽名，首日已得到數千名市民簽名表達對梁
振英的支持。另外，愛護香港力量亦計劃於本月 30
日舉行 「挺梁治港保民生大遊行」，預計將有 3000
至5000人參與。

「齊心行動」 冀凝聚正能量
「齊心行動」昨今兩天分別於銅鑼灣、旺角行人

專用區及沙田火車站新城市廣場對出巴士小巴站展開
收集市民簽名活動，不少市民得知是收集支持特首及
特區政府的簽名後，都紛紛表示 「撐CY」。發言人
陳永康表示， 「齊心行動」期望社會上聚集更多正能
量，希望香港前行，呼籲沉默的大多數為屬於自己的
社會發聲，倡導市民才是社會的主角。

行動發言人陳永康說，第一天的活動從下午2時
至6時，共收集到約4200個市民的簽名。活動將持續
至今日，他呼籲市民繼續支持政府， 「同樣時間，同
樣地點，約定你。」他表示，行動收集的簽名會由活
動的發起者們整理後，經特首辦交到梁振英的手上。

批反對派肆意搞亂香港
從事僱傭行業的郭小姐第一個簽名，她說， 「早

前在巴士上見到齊心行動的廣告，就自己打聽地點，
趕過來簽名。」她覺得，新政府是真正為市民做實事
的好政府，應該得到香港人的支持，她還說， 「『泛
民』太過分，幾個人搞亂香港。」她認為政府應該
「強硬啲，不需要客氣，現在支持政府的人很多，應

該企出來，唔好畀 『泛民』嘅少數聲音代表香港。」
退休的郭先生說，政府施政受到很多阻力， 「樣

樣嘢都畀人反對」，他表示， 「政府已經做得好好，
中央都讚CY嘅成績。」他還說，香港人應該尊重中
央的地位和意見，不要扭曲或誤解中央。

從事投資行業的簡先生在網上得知 「齊心行動」
後，自願報名當義工，他表示自己愛國愛港，認為梁
振英上任以來 「做得不錯」，他說， 「我不支持 『泛
民』倒梁遊行，佢哋為反對而反對，對CY好唔公平
，係刻意製造混亂，如果咁樣搞法，整個香港社會嘅
運作都會混亂。」他說，反對派對香港不負責任，現
時應該搞好香港經濟，好好運用中央對香港的支持，
他還說， 「很多市民支持政府，但因為工作忙和照顧
家庭，沒有機會發聲，令人感覺好似反對聲音大過支
持聲音，所以今次自己要企出來。」

從事物流業的薛先生表示，自己非常支持政府施
政，他說， 「『泛民』有自己嘅見解，不代表香港人
，現在黃毓民同 『長毛』太過分，立法會少數議員阻
礙政府施政，好唔應該。」他認為，政府應該更強硬
、更大膽，他還說，香港回歸 15 年來， 「中央一直
好撐香港，滿足香港嘅需求，香港人自己當家後，應
注意反省和改善。」

劉先生非常激動地批評反對派的議員，認為他們
沒有資格要求梁振英落台。劉先生更表示有很多人像
自己一樣 「企喺政府呢邊。」

【本報訊】記者張媞報道： 「愛護香港力量」將
於下周日12月30日發起名為 「挺梁治港保民生」的
遊行，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施政，活動召集人陳淨心
說，梁振英上任後在短期內幫助香港改善民生，成績
有目共睹， 「是有承擔的特首」。參與遊行的人士將
由維園出發至政府總部，預計有 3000 至 5000 人參
與。

陳淨心表示，行政長官梁振英以 「勵精圖治之心
」，上任以來數月，推出多項措施，如壓抑樓市炒風
的買家印花稅、發展新界東北區增加公屋數量、以至
是長者生活津貼等改善本港民生的政策，取得的成績
有目共睹。

「特首不是孤立的」
陳淨心說，梁振英一再受到反對派政客的惡意針

對， 「更借僭建一事，強行將僭建及特首的誠信拉上
關係，使政府推行施政舉步艱難」。被問到反對派議
員動議彈劾梁振英，她以 「荒謬」形容，並表示部分
議員亦有僭建，批評他們 「自打嘴巴，其身不正、雙
重標準、嚴人寬己」。她指出，反對派的行為，造成
不知情的市民被反對聲音迷惑，誤以為特首到了非下
台不可的地步。愛護香港力量不再保持沉默，望幫市
民認清真相，支持梁振英及特區政府施政。

陳淨心冀本港媒體以 「中肯中立」的態度報道新
聞，亦希望本港青年自強不息，傳承香港精神。

陳淨心相信， 「特首不是孤立的」，她邀請支持
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安定繁榮的市民、民間團體、教
學團體、政黨等參與遊行。她續謂，至今已派出約
7500 份傳單，會繼續派發傳單宣傳活動。遊行當日
，以白色及淺色上衣為主，代表光明及純潔的香港。

參與本次遊行的團體還包括網上組織 「沉默之聲
」、粉嶺潮橋盂蘭勝會、粉嶺潮州會館、北區蔬菜批
發商協會等。

綠悠雅苑首個周末
睇樓人潮有增無減

▲ 「齊心行動」 首日在鬧市收集市民簽名 「撐CY」 ，獲得不少途經市民支持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市民簽名以示支持特首施政

愛港力量下周日遊行挺梁

▲愛護香港力量等團體昨日宣布，會於本月30日
舉行 「挺梁治港保民生大遊行」 本報記者張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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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姐表示，做實事的政府應
獲得支持

▲簡先生認為梁振英上任以來表
現不俗

▲郭先生坦言覺得政府施政受到
很多阻力

梁振英就任特首以來首次上京述職。他在 20 日
赴京，同日下午獲得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副主席習
近平的接見。習近平讚揚梁振英帶領特區政府管治團
隊奮發進取、務實有為，工作繁重並辛苦，對梁振英
和特區政府工作予以肯定，強調中央將繼續堅定支持
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他提到，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
政策長期以來都是一脈相承，中央領導層新老交
替後，亦會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嚴格按照基本
法辦事。

中央對港方針不變
21 日早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見了梁振英，

他稱讚港人積極進取、努力奮鬥，肯定港人各方面的
成就，亦肯定特區政府在回歸後的工作。不過，他提
醒特區政府，國際金融危機並未過去，當前經濟下行
壓力仍然很大，特區政府要關注和解決六大民生問題
，包括就業、物價、住房、貧窮、環境、老齡化等涉
及港人切身利益的問題。溫家寶亦重申，中央會繼續

堅持香港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
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
官依法施政，相信在特區政府領導和港人團結努力下
，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各方面會有新局面。

國家主席胡錦濤則於 21 日下午接見梁振英。胡
錦濤指出，梁振英和新一屆特區政府就職以來面對多
種困難，但仍能迎難而上，團結協作，奮發進取，顯
示出良好的精神面貌，以民生為先的施政理念得到廣

大市民認同，中央對此予以肯定和支持。他又說，香
港回歸祖國後， 「一國兩制」的實現取得巨大成功，
相信只要堅定不移，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方針和
基本法，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加美好。

昨日是梁振英訪京行程的最後一日，他與王光亞
的會面未有公開予傳媒採訪，據了解，昨早的會面為
禮節性活動。梁振英於中午坐飛機回港，他在機場時
未有回答記者提問。

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圓滿結束三日上
京述職行程，他在早上與國務院港澳辦主
任王光亞共晉早餐後，中午乘坐飛機返回
香港。梁振英今次訪京之旅，先是20日獲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
，21日則獲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分別會見，三位領導人都肯定特區
政府的工作，讚揚特區新班子奮發進取，
重申中央對香港的方針不變。溫家寶更提
出住房、貧窮等六大民生問題，希望特區
政府關注和解決。

本報記者 陳錦輝

北京是不少國企和大公司的總部，
穿梭京港的班機上經常可見一些政商名
人。就在行政長官梁振英完成述職回港

時的班機上，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與梁振英便不期
而遇。馬時亨現時無官一身輕，看來容光煥發，本身為農業銀
行的獨立非執董，他今次到北京參與農行的會議，而聖誕假則
會在香港度過。

梁振英選擇乘坐商務客位而非頭等艙，而大部分隨行人員
則坐經濟客位。未知梁振英是否太疲累而要休息，未有離開商
務艙；而同坐商務客位的馬時亨則不時走到經濟艙，與其他特
首辦官員聊天，更向新聞處處長黃偉綸 「宣戰」。身為高爾夫
球愛好者的馬時亨不斷力邀黃偉綸打球，更明言何處都會應戰
。馬時亨表示，自己沒有特定打高爾夫球地點，總之是四處應
戰，即使海南島三亞亦是他的大展身手的地方，看來誰人欠缺
「波友」，都可即時找馬時亨 「過波癮」。

馬時亨機上巧遇CY
即向新聞處長宣戰

【本報訊】澳門消息：行政長官崔世安昨
日總結北京述職行程時表示，是次到北京述職
期間，先後獲得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副主席
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及國家主席胡錦濤
接見，並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會面，中
央政府肯定特區政府過去一年的工作，未來的
施政工作也將得到中央大力支持。

崔世安指出，國家領導人特別關心澳門特
區貫徹落實執行基本法，堅持 「一國」、尊重
「兩制」差異，並需要從全局着想出發，做好

特區自身工作。與此同時，國家領導人還特別
關注澳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區域合作及通過
經濟適度多元達至特區的可持續發展；中央亦
會大力支持澳門打造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
葡經貿合作服務平台，特別明年是中葡經貿合
作論壇 10 周年，希望藉此契機進一步發展平
台作用。另外，中央政府關心澳門民生問題，
鼓勵及支持特區政府開展短期措施以至長效機
制，希望特區政府居安思危、建立穩健安全金
融系統。

崔世安還透露，他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
光亞會面時，有談及粵澳新通道等問題，澳門
將與廣東積極配合開展更多工作，希望早日獲
中央批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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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謝國明一行昨日到訪大公報，獲
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盛情接待。（左起）人民日報政
治文化部港澳台採訪組組長吳亞明、人民日報經濟社
會部副主任潘崗、文匯報副總編輯尹樹廣、人民日報
副總編輯謝國明、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人民日報香
港分社社長曹宏亮、人民日報內參部內部參閱編輯室
副主編王賜江 本報記者黃洋港攝

【本報訊】記者馮慧婷報道：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謝國
明等一行多人昨日到訪大公報參觀、交流，並參觀了大公
報報史陳列館。大公報總編輯賈西平熱情接待了來賓，並
詳細介紹了大公報的辦報歷程。隨後雙方舉行座談會，交
流辦報理念、採編經驗等。

謝國明一行首先參觀了報史展覽室，賈西平向來賓介
紹了大公報的辦報歷程、歷史名人、名人題詞和歷史照片
等，也介紹了大公報的辦報理念及其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地
位，並與來賓一起觀看大公報的最新宣傳短片。

一眾客人參觀了大公報編輯部後，雙方進行了交流座
談。賈西平首先代表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向來賓表
示熱烈歡迎。賈西平表示，大公報與人民日報有着很深的
淵源，在日常報道工作中不斷向人民日報學習。

賈西平還向來賓介紹了大公報辦報的新聞模式和編輯
思路，包括把香港新聞與中國新聞相連通的 「啞鈴模式」
，即做香港新聞時要考慮國家的需要，而做中國新聞時要
考慮香港讀者、香港社會情況的需要，以達到深入解析政
府政策、剖析經濟環境，為市民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新聞
的效果。

謝國明在交流中，感謝大公報的熱情款待，並細訴了
自己與大公報的淵源。謝國明表示，大公報在市場經濟的
前沿辦報，在辦報理念、辦報方式上都有值得借鑒的經驗
，特別是完善的編前會制度，有利於報紙加大策劃力度。

來賓還包括人民日報經濟社會部副主任潘崗、人民日
報香港分社社長曹宏亮、人民日報政治文化部港澳台採訪
組組長吳亞明、人民日報內參部內部參閱編輯室副主編王
賜江、人民日報總編室經濟新聞編輯室副主編沈寅、人民日
報副總編輯謝國明秘書張煒；以及文匯報副總編輯尹樹廣。

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謝國明訪本報


